
书书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２年度报告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年 度 报 告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　北京

０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２年度报告　　

实验室基本信息

实 验 室 名 称：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 科 领 域：构造地质学、固体地球物理学

实 验 室 主 任：张培震　研究员

学术委员会主任：马瑾　院士

依 托 单 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通 讯 地 址：北京９８０３信箱

邮 政 编 码：１０００２９

联 系 电 话：０１０－６２００９０３４

传　　　　　真：０１０－６２００９０３４

０



书书书

!" #

第一部分　实验室工作报告 １
!!!!!!!!!!!!!!!!

　　一、年度工作计划总结 ３
!!!!!!!!!!!!!!!!!!

１．自主研究课题执行情况 ３
!!!!!!!!!!!!!!

２．开放课题执行情况 ４
!!!!!!!!!!!!!!!!

　　二、研究工作和水平 ４
!!!!!!!!!!!!!!!!!!!

　　三、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６
!!!!!!!!!!!!!!!!!

　　四、学术交流与运行管理 ７
!!!!!!!!!!!!!!!!!

　　五、实验室公众开放活动 ８
!!!!!!!!!!!!!!!!!

　　六、实验室大事记 ９
!!!!!!!!!!!!!!!!!!!!

　　七、依托单位与主管部门的支持 ９
!!!!!!!!!!!!!!

　　八、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１０
!!!!!!!!!!!!!!!!

第二部分　实验室数据 １１
!!!!!!!!!!!!!!!!!!

　　一、实验室人员 １３
!!!!!!!!!!!!!!!!!!!!

１、实验室工作人员 １３
!!!!!!!!!!!!!!!!!

２、新增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介绍 １６
!!!!!!!!!!

３、在站博士后和在学研究生 １８
!!!!!!!!!!!!!

４、出站博士后和毕业研究生 ２１
!!!!!!!!!!!!!

　　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单 ２２
!!!!!!!!!!!!!!!



　　三、实验室承担的科研项目 ２３
!!!!!!!!!!!!!!!

１、实验室承担的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２３
!!!!!!!!!!

２、国际合作项目 ２８
!!!!!!!!!!!!!!!!!!

３、横向协作项目一览表 ２９
!!!!!!!!!!!!!!!

４、实验室设立的自主研究课题 ２９
!!!!!!!!!!!!

　　四、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３０
!!!!!!!!!!!!!!!

１、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３０
!!!!!!!!!!!!!!

２、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４０
!!!!!!!!!!!!

３、在国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４６
!!!!!!!!!!!!

４、获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 ５１
!!!!!!!!!!!!!

　　五、开放与合作交流 ５２
!!!!!!!!!!!!!!!!!!

１、实验室设立的开放课题 ５２
!!!!!!!!!!!!!!

２、国 （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５２
!!!!!!!!!

３、实验室人员出国 （境）情况 ６５
!!!!!!!!!!!!

４、实验室开放活动 ７２
!!!!!!!!!!!!!!!!!

　　六、新增仪器设备 ７３
!!!!!!!!!!!!!!!!!!!



第一部分

实验室工作报告

１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２年度报告　　
２



第一部分：实验室工作报告　　

一、年度工作计划总结

１．自主研究课题执行情况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课题执行时间一般为 ３年。２０１２年度实验室专

项经费仍处于核减状态，共计 ４００万元。为保障实验室自主课题的延续性，专项经

费中１５０万元用于继续支持 ２０１０年设立的自主课题，５０万元用于设立的 ２项新

课题。

２００９年设立的８项课题均按计划完成了研究任务，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 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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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设立的８项课题和 ２００８年设立的 １项课题进行了验收。总体来看，这

些课题实施效果良好，３年来共发表 （含待刊）论文 ４６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论文 ３１

篇，获得发明专利１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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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龙门山断裂带典型地貌面和震积层的年

代学研究，揭示了汶川地震地表破裂带与岩性的关系、龙门山地区地貌发育差异性

及其与构造关系，获得了龙门山构造带差异隆升 （河流切割）的幅度或速率，建立

了汶川地震区中段晚第四纪重要地貌面序列和横向对比。同时获得了一系列对汶川

地震相关堆积物、烘烤层以及炭化木的最佳测年方法；（２）对汶川地震相关构造单

元的地球物理资料和地震学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室内实验与构造岩研究结果，揭示

了地壳流变结构及流体对震源区断层变形机制的影响；（３）利用 ＧＰＳ观测资料，揭

示了汶川地震邻近区域应力应变场的时空演化特征；（４）运用地震震源机制解、应

力状态研究等方法对川滇、山西等地震多发地区开展研究，获得了汶川地震前应力

异常状态和山西断裂带的现今应力状态。

２０１０年设立的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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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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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断裂带物质组成－岩石物理与力学

性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其它课题在帕米尔构造结东北部活动构造与高原

形成过程、岩石高速摩擦实验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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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开放课题执行情况

２０１２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批准开放课题 ４项，资助总额 ７２万元。

课题负责人分别来自西澳大利亚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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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批准的６项课题中，除１项延期外，其他５项均在２０１２年完成了结题工

作。总体来看，这５项课题实施情况良好，均在相关研究方向取得了一定进展。其

中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刘杰研究员负责的 “青藏高原内部及周缘强震对区域活动断

裂危险程度的影响评估”课题进展较为突出，该课题通过对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区的

研究，给出了川滇菱形块体东边界的特征地震分段以及危险断层段，为区域强震预

测研究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成果；利用粘弹性应力作用关系，计算了巴颜喀拉块

体周缘强震之间的库仑应力影响，并归并到能量积累时间上，得到了强震之间的影

响值，认为强震影响对断层发震的影响较自身能量积累而言较弱。

２０１０年批准的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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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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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观结构对断层失稳前力学量异常的影响研究”、“黑龙江科洛火

山群火山岩年代学研究”等课题在资料获取、论文发表、技术研发等方面进展较

好。２０１１年批准的６项开放课题 （包括持续资助课题１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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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实验室开放课题共在国内外发表论文１０篇。

二、研究工作和水平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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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项，

其中包括科技支撑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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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项，表现出较强的承担国家重要科研任务的能力；２０１２年，

实验室人员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３５项，其中负责 ３１项、参加 ４项，在

２０１３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中获资助 １２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

年基金１项，表明实验室具有较强的竞争科研项目的能力。

２０１２年实验室固定人员、流动人员和研究生等在国内外正式发表论文 １０１篇，

其中实验室为第１标注单位的论文６６篇；发表论文中 ＳＣＩ收录 ５１篇 （国外刊物 ３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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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其中实验室为第 １标注单位的论文 ３０篇，论文发表刊物包括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等国际地学核心刊物以及 《中国科学》、《地球物理学报》

等国内重要刊物。实验室人员在国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４０多篇，在国内学术

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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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实验室还获得发明专利２项，获软件著作权１项。

实验室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影响。张培震研究员等 ２００４年发

表的１篇论文入选 Ｇｅｏｌｏｇｙ公布的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最有影响力的论文，张国宏等发

表在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的论文被遴选为 ＡＧＵ亮点文章。一批科技成果和论

文获得全国性学会奖励，包括：赵国泽、陈小斌、詹艳、汤吉等完成的 “地震预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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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低频电磁新技术研发暨观测台网建设”项目获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张培震、王敏等参加的 “汶川地震的形变研究工作”项目获中国测绘学会科

技进步二等奖；屈春燕、单新建、宋小刚等完成的 “基于卫星遥感信息的地震监测

技术与应用”项目获中国地理信息科技进步二等奖；张培震等发表的论文 “２００８年

汶川８０级地震发震断裂的滑动速率、复发周期和构造成因”、刘启元等发表的论

文 “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地壳上地幔 Ｓ波速度结构的初步研究”因高引用率获中国

地球物理学会 “陈宗器地球物理优秀论文奖”；张会平等发表的论文 “Ａ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获第８届李善邦青年优秀地震科技论文奖；韩非获得第

十三届中国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学术报告一等奖。

三、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２０１２年，依托单位对实验室内部单元结构和人员进行了调整，其中大地电磁测

深研究组划归实验室。截止 ２０１２年底，在实验室工作的固定人员为 ６７人，其中研

究人员５７人，技术人员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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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人 （含特聘研究员２人，特聘外籍研究员 １人），副研究员和高

级工程师２１人；在学历结构上以高学历者为主，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５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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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人。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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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研究员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３名青年科

技人员 （王萍、陈小斌、屈春燕）晋升为研究员，２名青年科技人员 （张国宏、王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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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英）晋升为副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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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实验室有 １名研究员 （陈杰）、１名青年科技

骨干 （宋小刚）、３名在读博士研究生 （董泽义、赵盼盼、董绍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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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双边合作选送 １名青年科技骨干 （张国宏）赴美

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实验室通过公开招聘方式新增了 ５名青年科研人员 （刘彩彩，

韩非，李涛，庞建章，齐文博），其中出站博士后１名，博士毕业生２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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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有 ２０名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学位 （其中博士 ７人、

硕士１３人），出站博士后１０人。截至２０１２年底，实验室在读研究生８３人 （其中博

士研究生４３人，硕士研究生４０人），在站博士后８人。

四、学术交流与运行管理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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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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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日本、

德国、澳大利亚、荷兰、法国、韩国等１０多个国家和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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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人次，其中 ３８人次来实验室开展实质

性合作研究，特别是利用实验室设备开展合作研究的学者持续增加，如新西兰坎特

伯雷大学博士生、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小组、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

研究小组利用构造物理实验设备开展研究，以色列地调局释光实验室人员利用新构

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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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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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将大地电磁测深研究组纳入实验室后，实验室增加了以下大型设备：用

于地壳上地幔电性结构探测的多源大地电磁法阵列仪 （ＡＤＵ０７ｅ）和大地电磁测深

仪 （ＭＴＵ５Ａ），用于进行地下结构和地震电磁观测的网络式大地电磁测深仪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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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ＴＵｎｅｔ），用于获得超低频电磁数据、探测地幔电性结构的长周期大地电磁测深

仪 （ＬＥＭＩ４１７Ｍ），用于野外人工源电磁探测、可获得 ３ｋｍ以上地下电性结构的人

工源电法仪 （Ｖ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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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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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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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实验室公众开放活动

２０１２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积极推进面向社会公众的开放活动，主要

开展了以下活动：

２０１２年３月６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王海玲带领学校地理组全体教

师队伍一行１５人访问实验室，座谈交流地震科普宣传合作问题。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马胜利研究员介绍了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概况，人大附中王海玲副校长介

绍了人大附中情况，提出了用地质所及实验室的学科优势带动人大附中老师提高知

识深度，让地质专家走进中学课堂，让防震减灾宣传走入校园的建议。座谈会后，

人大附中的老师们现场参观了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属主要实验室。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２日，配合依托单位开展的国家 “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活动，

实验室对外开放，接受社会公众参观访问。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５日，由朝阳区人民政府东湖街道办事处主办，中国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和望京花园社区居委会共建的 “希望之星”科普教育基

地在第八十中学望京校区报告厅举行启动仪式。“希望之星”科普教育基地的启动，

是地质所和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系列活动的一部

分。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所长、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培震研究员与

第八十中学田树林校长、东湖街道办事处筹备处工委李辉书记为 “希望之星”科普

教育基地揭牌。

公众开放活动的主要成效是，通过与人大附中建立地震科普宣传合作关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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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十中共建 “希望之星”科普教育基地，改变了实验室公众开放活动以地学专

业大学生和研究生为主的状况，扩展了实验室公众开放活动的范围，推进了地震科

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

六、实验室大事记

１、为了加强实验室在岩石圈内部结构与孕震环境方面的研究力量，依托单位对

实验室内部单元结构和人员进行了调整，其中将大地电磁测深研究组划归实验室，

与实验室原有的地震台阵研究组一起组建了新的研究单元，从而使实验室形成了四

个研究单元，即：构造物理实验室、新构造与年代学实验室、空间对地观测与地壳

形变研究室、固体地球物理与深部构造研究室。随着大地电磁测深研究组的加入，

实验室研究力量有所加强，并增加了一批用于地壳上地幔电性结构和地震电磁观测

的设备，从而使实验室在固体地球物理研究方面的实力得到显著提升。

２、实验室在２０１０年参加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时，由于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

养、实验空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实验室评估等级待定，并要求限期整改。２０１２年

８月２３日，科技部组织专家组对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整改情况进行了考核，

考核专家组听取了实验室整改工作报告，对实验室进行了现场考察，并对实验室有

关人员进行了访谈。专家组对整改期间实验室在科研能力、人才队伍、运行管理等

方面取得的进展给予了充分肯定。根据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发函 （国科基函 ［２０１２］

３３号），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了整改考核，从 ２０１３年起按照良好类实验

室予以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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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验室的建议对实验室研究单元进行了调整，充实了研究力量，

增加了观测设备。配合实验室复查，在实验室用房、环境改造、后勤保障等方面给

予了全力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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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行非常重视，对实验室核查工作给予

了大力支持，在地震行业专项申报、大型仪器设备购置、青年科技人员出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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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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１日在实验室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召开了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地震局科技发展

司领导、实验室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学术委员会主任马瑾院士主持了会议。议程

包括：对实验室２００９年设立的自主研究课题进行验收，审议实验室运行情况和工作

计划。

会议听取了９个自主研究课题负责人关于课题执行情况和主要研究进展的报告，

由学术委员会委员、实验室负责人及管理专家组成的验收组对课题的完成质量进行

了评价和验收，参加验收的课题全部通过了验收。

会议听取了实验室主任张培震研究员关于实验室近两年运行情况的汇报及 ２０１３

年工作设想，委员们对实验室取得的成果和进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实验室今

后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主要包括：积极引进优秀人才，要在政策、环境

等方面创造有利条件吸引人才，要多参加有影响力的国际大型学术会议，多与高校

建立联系，努力吸纳、培养优秀青年人才；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要利用实验室年

会、研讨会等形式，开展系统、深入、充分的学术交流，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在学

科建设上发挥引领作用，要把研究思路、研究深度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并进一步提

升研究方法、技术和数据的质量。

张培震研究员代表实验室对学术委员会成员对实验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

谢，并表示将认真研究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切实改进实验室的运行和管理，进一

步提升实验室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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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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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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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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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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００３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５ 陈　杰 男 １９６６０２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６ 刘　静 女 １９６９１０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７ 刘启元 男 １９４５１０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硕士 特聘研究员

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
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 男 １９４６０６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特聘

外籍研究员

９ 赵国泽 男 １９４６０８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特聘研究员

２０１２１来室

１０ 刘力强 男 １９５６０７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１１ 杨晓松 男 １９５９０５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１２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岩石力学 博士

１３ 汤　吉 男 １９６３０３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０１２１来室

１４ 王　萍 女 １９６４０３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１５ 甘卫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８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震地质 博士

１６ 王　敏 女 １９６４１０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大地测量 博士

１７ 屈春燕 女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构造地质 博士

１８ 尹功明 男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１９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０ 周永胜 男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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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陈九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３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２ 詹　艳 女 １９６９１２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０１２１来室

２３ 郑德文 男 １９７１１０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２４ 陈小斌 男 １９７２０７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０１２１来室

２５ 谷元珠 女 １９５７０２ 高工 计算机 其他 ２０１２２退休

２６ 刘培洵 男 １９６３０９ 副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学士

２７ 郝重涛 女 １９６５１０ 副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０１２１来室

２８ 尹金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１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２９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高工 地球物理 其他

３０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３１ 陶　玮 女 １９７１１１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２ 郑文俊 男 １９７２１１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３３ 蒋汉朝 男 １９７３０３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３４ 肖骑彬 男 １９７４０７ 副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０１２１来室

３５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副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６ 孙建宝 男 １９７５０７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７ 王凯英 女 １９７６０１ 副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３８ 陈顺云 男 １９７６０３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９ 刘进峰 男 １９７７０８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４０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学信息工程 博士

４１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构造地质 博士

４２ 宋小刚 男 １９７９０６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摄影测量

与遥感
博士

４３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０８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球化学 博士

４４ 任治坤 男 １９８００９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４５ 马　严 女 １９８２０２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物理化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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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刘彩彩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古地磁 博士 ２０１２７来室

４７ 李建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３ 工程师 第四纪地质 其他

４８ 刘粤霞 女 １９５７１０ 工程师 第四纪地质 其他 ２０１２１０退休

４９ 王继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３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遥感地质 学士 ２０１２１来室

５０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工程师 电子技术 其他

５１ 王立凤 女 １９７３０３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硕士 ２０１２１来室

５２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５３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工程力学 博士

５４ 刘云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９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５５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工程师 地球物理 硕士 实验室秘书

５６ 王伟涛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５７ 陈国强 男 １９８０１０ 工程师 地球物理 硕士 ２０１２１调离

５８ 李　昱 女 １９８１０２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５９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０５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固体地球物理 博士

６０ 姚文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工程师
机械工程

及自动化
学士

６１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助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硕士

６２ 韩　非 男 １９８１１１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２０１２７来室

６３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０９ 助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硕士

６４ 李　磊 男 １９８４０２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硕士

６５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工程师 植物学 硕士

６６ 李　涛 男 １９８５０９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０１２７来室

６７ 尹昕忠 男 １９８３０５ 助工 地球物理 硕士

６８ 武　颖 女 １９８５０１ 助工
仪器科学

与技术
硕士

６９ 齐文博 男 １９８５０９ 助工 机械工程 硕士 ２０１２７来室

７０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助工 地球化学 硕士 ２０１２７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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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新增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介绍

赵国泽，男，１９４６年生，博士，研究员，中国地球物

理学会常务理事。１９７０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获

学士学位，随后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１９８１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获理学硕士学位；１９８６年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在日本东

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开展博士后研究。１９９１年被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评为 “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１９９４年获

研究员任职资格。２００９年任 “国际地震火山电磁研究会”（ＥＭＳＥＶ）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天然源和人工源地球电磁法理论、仪器、新技术的应用，推动

电磁法在地壳上地幔结构、地震预测和资源探测等领域的应用。承担我国 “六五”

至 “十一五”计划期间国家重点项目、３０５项目、９７３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国防重大工程项目和有关部门项目以及国际合作项目等４０余项。在我国率

先开展网式大地电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Ｔ）研究和海洋电磁探测研究。开创了我国人工源

极低频电磁技术 （ＣＳＥＬＦ）研究，现为国家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项目 “极低频探

地工程”地震预测分系统首席科学家。曾 １３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及军队科技奖励，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１００多篇。

汤　吉，男，１９６３年３月出生，研究员，中国地球物理

学会地球电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地震学会电磁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１９８６年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物探系，获得工学

学士学位，随后到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２００１年毕业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大地构造物理专业，获

理学博士学位，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前往日本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

进行博士后研究，２００６年获得研究员任职资格。

主要研究方向为地震电磁学和深部电性结构探测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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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和 ９７３项目子课题等国家级和部委研究项

目，并曾参加多项９７３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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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国家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项目 “极低频探地

工程”地震预测分系统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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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萍，女，１９６４年 ３月出生，研究员。１９８３年毕业

于武汉地质学院地震地质专业；１９９５年获中国地震局分析

预报中心构造地质学专业硕士学位；２００３年获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构造地质专业博士学位。１９８３—２０００年在宁夏

地震局工作，曾于 １９９８年 １０月—１９９９年 ９月在日本东京

大学地理学部访问学习一年。２００３年至今在中国地震局地

质研究所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活动构造、构造地貌和第四纪年代学。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面上项目２项，发改委重大科技专项子专题、城市活动断层探测专题、国家

重点实验室自主研究课题等多项课题。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２０余篇。２０００年获第

七届宁夏青年科技奖。

屈春燕，女，１９６６年生，博士，研究员，中国地震学

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委员。１９８８年毕业于中国地质

大学 （武汉）工程地质专业，获学士学位；１９９６年和 ２００１

年分别获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理学硕士、博士学位。

２０１２年获得研究员任职资格。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时序 ＩｎＳＡＲ技术及其地壳形变观测

研究；基于多平台、多波段 ＩｎＳＡＲ技术的三维地震形变场研

究；卫星红外遥感与断层活动性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科

技支撑项目、地震行业专项、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课题及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

所基本科研业务项目等多项研究课题。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等多项课题。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科技论文４０

篇 （ＳＣＩ／ＥＩ２０篇）。其中第一作者论文２２篇，ＳＣＩ收录７篇，ＥＩ收录４篇。

陈小斌，男，１９７２年生，研究员。２００３年在中国地震

局地质研究所获固体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

在北京大学地空学院做博士后研究，２００５年至今在中国地

震局地质研究所工作，２０１２年获得研究员任职资格。现为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固体地球物理与深部构造研究室副

主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地球电磁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地震学会地震电磁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地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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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电磁测深方法与应用，包括大地电磁数据处理技术、正反演算

法、可视化集成软件开发、深部电性结构探测及其动力学解释等。先后主持或参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９７３）、地震行业专项、所长基金等多

项研究工作。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近 ６０篇，２４篇为 ＳＣＩ收录，其中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论文２５篇，１２篇为 ＳＣＩ收录。

詹　艳，女，１９６９年生，理学博士，研究员。１９８９年

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获学士学位；２００８

年毕业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赴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访问学习。

１９８９年至今，先后任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副研究员、研究员。

主要从事电磁方法及应用研究。主持和参加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９７３项目等多项课题，在大地电磁方法与地震科学研究，大功率人工源

超低频电磁波技术与地震监测的应用研究，瞬变电磁方法在矿产、煤田等领域的应

用研究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２０余篇。获省部级

科技奖励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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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将启 男 １９７３０４ 海洋地质 单新建

２ 博士后 王　薇 女 １９７７０１ 地质学 单新建

３ 博士后 张克亮 男 １９８１０６ 构造物理学 马　瑾

４ 博士后 蔡军涛 男 １９７７１１ 地质学
徐锡伟

陈小斌

５ 博士后 赵扬锋 男 １９７９０３ 工程力学 刘力强

６ 博士后 肖　萍 女 １９７８０２ 矿产普查与勘探 刘　静

７ 博士后
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
Ｔｏｇｏ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地球与行星系统科学 马胜利

８ 博士后 沙　茜 女 １９８３０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９ 博士生 陈正位 男 １９７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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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博士生 黄　蓓 女 １９７８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１ 博士生 李　鹏 女 １９７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１２ 博士生 郭利民 男 １９７３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１３ 博士生 汲云涛 男 １９８２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１４ 博士生 周德敏 男 １９７７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５ 博士生 代树红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１６ 博士生 陈　涛 男 １９７９０６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７ 博士生 梁诗明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８ 博士生 李文巧 男 １９７８０４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１９ 博士生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２０ 博士生 刘　贵 女 １９８２０７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２１ 博士生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实验室在职

２２ 博士生 刘远征 男 １９７８０８ 构造物理学 马　瑾

２３ 博士生 杨　静 女 １９８４０１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２４ 博士生 葛伟鹏 男 １９８１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２５ 博士生 姚　路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２６ 博士生 郭玲莉 女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２７ 博士生 张　雷 男 １９８５１０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２８ 博士生 刘冠中 男 １９８０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２９ 博士生 董绍鹏 男 １９８３０８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３０ 博士生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０４ 地球化学 陈　杰

３１ 博士生 闫相相 男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３２ 博士生 盛传贞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３ 博士生 刘绍卓 男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３４ 博士生 路　珍 女 １９８７０９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３５ 博士生 任雅琼 女 １９８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３６ 博士生 雷启云 男 １９８１０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３７ 博士生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实验室在职

３８ 博士生 余中元 男 １９８２０６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３９ 博士生 赵盼盼 男 １９８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４０ 博士生 包林海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４１ 博士生 孙　珂 男 １９８１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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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博士生 庾　露 男 １９８４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４３ 博士生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实验室在职

４４ 博士生 董泽义 男 １９８４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４５ 博士生 段庆宝 男 １９８６０３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４６ 博士生 卓燕群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４７ 博士生 程远志 男 １９８６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４８ 博士生 丁晓光 男 １９８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４９ 博士生 邵延秀 男 １９８４１１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５０ 博士生 吴传勇 男 １９７８０５ 第四纪地质学 张培震

５１ 博士生 徐小波 男 １９８８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２ 硕士生 邓文泽 男 １９８９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５３ 硕士生 李　冉 女 １９８７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５４ 硕士生 叶　涛 男 １９８９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５５ 硕士生 任凤文 女 １９８７０２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５６ 硕士生 张诗笛 女 １９８７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５７ 硕士生 杨晓东 男 １９８８０３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５８ 硕士生 俞晶星 男 １９８７１２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５９ 硕士生 杨　雪 女 １９８６０３ 地球化学 尹金辉

６０ 硕士生 李　瑜 男 １９８８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　敏

６１ 硕士生 王一舟 男 １９８９０９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６２ 硕士生 刘浪涛 男 １９８２０９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６３ 硕士生 王　羽 女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６４ 硕士生 李世念 男 １９８８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６５ 硕士生 陈进宇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６６ 硕士生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６７ 硕士生 乔　亮 男 １９８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６８ 硕士生 张豫宏 男 １９８９１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６９ 硕士生 赵凌强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７０ 硕士生 江　敏 男 １９８９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７１ 硕士生 姜　峰 男 １９８９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７２ 硕士生 李翠平 女 １９８９１０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７３ 硕士生 李艳豪 女 １９８８０７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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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硕士生 李又娟 女 １９８８０３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７５ 硕士生 李　贞 女 １９８９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郭　飚

７６ 硕士生 司洁戈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７７ 硕士生 唐茂云 男 １９９０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７８ 硕士生 王洪栋 男 １９８８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　敏

７９ 硕士生 王家庆 男 １９９０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８０ 硕士生 姚胜楠 女 １９８９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８１ 硕士生 张慧婷 女 １９９０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８２ 硕士生 张　永 男 １９８８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陶　玮

８３ 硕士生 郑　茜 女 １９８９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８４ 硕士生 张　蕾 女 １９８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进峰 联合培养

８５ 硕士生 尹　行 男 １９８８０８ 构造地质学 王萍 联合培养

８６ 硕士生 申　星 男 １９８６１０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宋小刚 联合培养

８７ 硕士生 钟　宁 男 １９８６０３ 地理学 蒋汉朝 联合培养

８８ 硕士生 徐秀杰 女 １９８８０７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单新建 联合培养

８９ 硕士生 孟秀军 女 １９８６０５ 测绘科学与技术 屈春燕 联合培养

９０ 硕士生 宋为娟 女 １９８５０３ 地理学 刘春茹 联合培养

９１ 硕士生 王　躲 男 １９８７１２ 第四纪地质学 尹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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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峡 女 １９６７１０ 地质学 马　瑾

２ 博士后 王学滨 男 １９７５０６ 地质学 马　瑾

３ 博士后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地质学 张培震 实验室在职

４ 博士后 张竹琪 男 １９８００９ 地质学 张培震

５ 博士后 朱守彪 男 １９６４０２ 地质学 张培震

６ 博士后 殷海涛 男 １９８００６ 地壳形变与地球动力学 张培震

７ 博士后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实验室在职

８ 博士后 方　石 男 １９７４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９ 博士后 刘彩彩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古地磁学 张培震

１０ 博士后 宋小刚 男 １９７９０６ 地质学 单新建 实验室在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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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博士生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构造地质学 单新建 实验室在职

１２ 博士生 韩　亮 男 １９８３０６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１３ 博士生 郝　明 男 １９８２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１４ 博士生 李　涛 男 １９８５０９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１５ 博士生 陈为涛 男 １９８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６ 博士生 韩　非 男 １９８１１１ 第四纪年代学 尹功明

１７ 博士生 王　凡 女 １９８４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１８ 硕士生 闫丽莉 女 １９８３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１９ 硕士生 张媛媛 女 １９８７０２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２０ 硕士生 杨永鑫 男 １９８６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２１ 硕士生 侯林锋 男 １９８８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２２ 硕士生 李普春 男 １９８４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２３ 硕士生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２４ 硕士生 范　晔 女 １９８７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２５ 硕士生 袁兆德 男 １９８６０８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２６ 硕士生 宋利虎 男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２７ 硕士生 马小林 男 １９８６１０ 地理学 蒋汉朝 联合培养

２８ 硕士生 王飞飞 女 １９８６０６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单新建 联合培养

２９ 硕士生 王志刚 男 １９８５０７ 工程力学 孙建宝 联合培养

３０ 硕士生 徐小波 男 １９８８１１ 测绘科学与技术 屈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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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构造物理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２ 石耀霖 男 １９４４０２
教　授
（院士）

副主任 地球动力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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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５ 刘启元 男 １９４５１０ 研究员 委员 地球物理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６ 卢演俦 男 １９４００６ 研究员 委员 地震地质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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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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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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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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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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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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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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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沈正康 男 １９５３０３ 研究员 委员 地球物理
北京大学地球

与空间科学学院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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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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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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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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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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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刚，

刘云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

３
龙门山北段及周边

断裂古地震和地震

危险性研究

２０１１ＤＦＧ２３４００ 马胜利
陈九辉，魏占玉，

何宏林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际科技

合作项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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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进峰，蒋汉朝，

李　涛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国际科技

合作项目

５
中国地震电磁卫星

（ＣＳＥＳ）计划第一
期研究

２００９ＤＦＡ２１４８０
单新建

ＲＢａｔｔｉｓｔｏｎ
屈春燕，闫相相，

王飞飞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国际科技

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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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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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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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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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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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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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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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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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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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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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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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西太平洋俯冲带弧

后区东北和华北地

块边界带岩石圈－
地幔过渡带电性结

构研究

４０９７４０４１ 汤　吉

王立凤，肖骑彬，

孟补在，白　云，
蔡军涛，徐光晶，

董泽义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７
青藏高原北缘构造

转折带深部电性结

构与物质迁移方式

４０９７４０４２ 肖骑彬
汤　吉，蔡军涛，
徐光晶，董泽义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８ 同位素地球化学 ４１０２５０１０ 王　非 周永胜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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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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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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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龙门山和西秦岭接

触区深部电性结构

及汶川地震构造研

究

４１０７４０４６ 詹　艳
王立凤，王继军，

王宗秀，万战生，

董泽义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２
人工源极低频电磁

技术及波的传播和

数据处理方法研究

４１０７４０４７ 赵国泽

王立凤，王继军，

詹　艳，柳　超，
谢　慧，张继红，
翟　琦，杨　静，
范　晔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３

青藏高原东缘地球

动力学地震危险性

及汶川大震蕴育和

演化的地震物理模

型

４１０９０２９４ 沈正康 王　敏，万永革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４
汶川地震断层渗透

性及同震热压作用
４１１０２１３０ 陈建业

杨晓松，姚文明，

段庆宝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５
汶川地震的地貌响

应量化研究
４１１０２１３６ 任治坤 俞晶星，董绍鹏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６

基于 ＧＰＳ等大地测
量资料的阿尔金断

裂中段地表形变场

时空变化研究

４１１０４００８ 王阎昭
王　敏，沈正康，
王　凡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７

基于高频 ＧＰＳ观测
网的强震地面运动

监测方法与地震学

应用研究

４１１０４０２３ 殷海涛
黄　蓓，肖根如，
梁诗明，郝　明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８
祁连山地区门源盆

地磁性地层学研究
４１１０４０４０ 刘彩彩 徐红艳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９
大地电磁三维局部

畸变分析与应用研

究

４１１０４０４４ 蔡军涛
王继军，赵国泽，

董泽义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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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芳，

刘云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１
晚第四纪以来嘉黎

断裂运动速率研究
４１１７２１５５ 尹功明

李建平，陈于高，

韩　非，钟令和，
黄昭怡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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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青藏高原东缘三江

地区河流侵蚀递进

发育的低温热年代

学约束

４１１７２１７９ 刘　静
文　力，于俊杰，
刘一多，王　鹏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３
亚失稳应力状态的

识别及演化趋势研

究

４１１７２１８０ 马　瑾

王凯英，陈顺云，

郭彦双，刁桂苓，

刘　峡，张克亮，
刘冠中，卓燕群，

任雅琼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４
阿尔金断裂东端部

的变形几何和构造

转换

４１１７２１９４ 郑文俊
张培震，王伟涛，

董绍鹏，葛伟鹏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５
首都圈地区远震基

底 ＰＳ转换波分裂
及机理研究

４１１７４０４５ 郝重涛
李　磊，姚　陈，
宋利虎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６
断层失稳滑动观测

与瞬态过程分析
４１１７４０４６ 刘力强

郭彦双，郭玲莉，

陈国强，汲云涛，

李普春，张诗笛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７
鄂尔多斯地块岩石

圈电性结构及其动

力学意义研究

４１１７４０５８ 陈小斌

王立凤，刘国栋，

臧绍先，杨　静，
叶　涛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８

青藏高原现今隆升

扩展速率及构造形

变模式的 ＧＰＳ观测
研究

４１１７４０８２ 甘卫军

陈为涛，肖根如，

周德敏，梁诗明，

盛传贞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９

断层活化的构造物

理学规律及山西与

贝加尔裂谷带强震

孕育信息

４１２１１１２０１８０ 马　瑾

王凯英，郭彦双，

刘　峡，张克亮，
刘冠中，卓燕群，

任雅琼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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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
地震预测极低频电

磁观测技术研究
２００８０８０１０ 赵国泽

王立凤，王继军，

詹　艳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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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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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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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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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４５
中国地震活断层探

察———华北构造区
２００９０８００１ 徐锡伟 王立凤，陈小斌，

詹　艳，肖骑彬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４６
中国综合地球物理

场观测———青藏高

原东缘地区

２００９０８０２９ 丁　平 甘卫军，王　敏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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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飚，
李顺成，李　昱，
尹昕忠，汤　吉，
齐少华，王　峻，
赵盼盼，邓文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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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４９
中国地震活断层探

察———南北地震带
２０１１０８００１ 徐锡伟 王立凤，陈小斌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５０

大地电磁应急流动

观测与科学产品加

工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２０１１０８０１４ 高景春 陈小斌，汤　吉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５１

喜马拉雅计划之四

—ＧＮＳＳ系 列 数 据
产品在地震监测预

报中的应用

２０１２０８００６ 杜瑞林 王　敏，王阎昭，
李　瑜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５２

喜马拉雅计划之三

—中国综合地球物

理场观测－鄂尔多
斯地块周缘地区

２０１２０８００９ 丁　平

甘卫军，陶　玮，
王　敏，梁诗明，
盛传贞，李　瑜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５３
极 低 频 探 地

（ＷＥＭ） 工程———
地震预测分项

１５２１２Ｚ００００００１ 欧阳飚

汤　吉

王立凤，王继军，

陈小斌，詹　艳，
肖骑彬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国家级其

他项目

５４
中国大陆构造环境

监测网络

发改投资

［２００７］２６６７号 李　强 单新建，甘卫军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国家级其

他项目

５５
喜马拉雅造山带地

壳局部熔融及动力

学

１２１２０１１１２１２６５ 曾令森

郑德文，张会平，

任治坤，刘　静，
文　力，于俊杰，
王　伟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省部级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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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我国地震重点监视

防御区活动断层地

震危险性评价项目

１５２１０４４０２５ 徐锡伟

陈　杰，李　涛，
杨晓东，李文巧，

杨会丽，刘浪涛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省部级项

目

５７
地震地质与地震动

力学分中心运维与

数据更新

２００５ＤＫＡ３２５００ 单新建
屈春燕，刘云华，

庾　露，闫丽莉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省部级项

目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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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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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地震监测信息保障

与发布技术研究
２０１１０８０１０ 李卫东 单新建，张国宏，

刘云华，刘　治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省部级项

目

６１
东准噶尔斑岩型铜

矿成矿规律研究与

靶区优选评价

ＫＺＣＸＥＷＬＹ０３ 徐兴旺 肖骑彬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中国科学

院知识创

新工程前

沿项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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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九辉，郭　飚，
李顺成，王　峻，
齐少华，赵盼盼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省部级项

目

６３
青藏高原东北缘新

生代陆内变形与远

程效应

ＸＤＢ０３０２０２００
张培震

付碧宏

尹功明，郑德文，

张会平，刘春茹，

徐红艳，郑文俊，

任治坤，王伟涛，

刘彩彩，庞建章，

董绍鹏，陈　涛，
雷启云，余中元，

俞晶星，王一舟，

葛伟鹏，邵延秀，

李又娟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中国科学

院战略性

先导科技

专项

６４
“十二五”国家防

震减灾战略研究

中震财发

［２０１２］３９号
马胜利 甘卫军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省部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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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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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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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资助，执行期限为 ２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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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协作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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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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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４ 天津卫星遥感数据探测与解译 无 单新建
天津市地震

灾害防御中心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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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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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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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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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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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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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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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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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８ 瞬态应变场实验观测与分析 刘培洵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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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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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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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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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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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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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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１５
中地壳深部可稳定存在弱矿物相的剪切滑动性

质—弱断层机制的实验研究
何昌荣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６ 青藏高原东北构造生长区的大地电磁探测研究 汤　吉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四、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１、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１）曹彦彦，马少鹏，严冬，郭文婧，马沁巍，２０１２，岩石破坏动态变形场观

测系统及应用，岩土工程学报，３４（１０）：１９３９—１９４３．

２）陈建业，杨晓松，２０１２，地震断层的渗透性，地学前缘，１９（４）：３０—４０．

３）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ＭａＪｉ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ＨｕＸｉａｏｙａｎ，２０１２，Ａｔｈｅｒ

ｍ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ｉｔｈ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５５（２）：２９０—２９５．

陈顺云，马瑾，刘培洵，刘力强，扈小燕，２０１２，利用卫星遥感获取现今构造

活动信息的热物理指标研究，中国科学 （Ｄ辑：地球科学），４２（２）：２１１—２１６．

４）陈为涛，甘卫军，肖根如，梁诗明，盛传贞，２０１２，３·１１日本大地震对中

国东北部地区地壳形变态势的影响，地震地质，３４（３）：４２５—４３９．

５）ＣｈｅｎｇＨｕｉ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ｉ，ＺｈｕＢｏｊｉｎｇ，ＳｕｎＹｕｊｕｎ，Ｚｈ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ａｎｇ

Ｓｈａｏｈｕａ，ＳｈｉＹａｏｌｉｎ，２０１２，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

Ｘｉｎ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５（１２）：１９４２—１９５２．

程惠红，张怀，朱伯靖，孙玉军，郑亮，杨少华，石耀霖，２０１２，新丰江水库

地震孔隙弹性耦合有限元模拟，中国科学 （Ｄ辑：地球科学），４２（６）：９０５—９１６．

６）程佳，徐锡伟，甘卫军，马文涛，陈为涛，张勇，２０１２，青藏高原东南缘

地震活动与地壳运动所反映的块体特征及其动力来源，地球物理学报，５５（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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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８—１２１２．

７）代树红，马胜利，潘一山，董子贤，２０１２，数字散斑相关方法测定岩石 Ｉ型

应力强度因子，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３１（１２）：２５０１—２５０７．

８）党嘉祥，周永胜，韩亮，何昌荣，陈建业，党新增，杨晓松，２０１２，虹口

八角庙－深溪沟炭质泥岩同震断层泥的 Ｘ射线衍射分析结果，地震地质，３４（１）：

１７—２７．

９）董好刚，黄长生，曾敏，陈雯，赵信文，郭良田，王萍，２０１２，西淋岗第

四纪错断面特征及其成因，地震地质，３４（２）：３１３—３２４．

１０）ＤｕｖａｌｌＡｌｉｓｏｎＲ．，ＣｌａｒｋＭａｒｉｎＫ．，ＡｖｄｅｅｖＢｏｒｉｓ，ＦａｒｌｅｙＫｅｎｎｅｔｈＡ．，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ｗｅｉ，２０１２，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ｒ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１

（３）：ＴＣ３０１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１１ＴＣ００２９６９．

１１）樊祺诚，赵勇伟，隋建立，李大明，武颖，２０１２，大兴安岭诺敏河第四纪

火山岩分期：岩石学、年代学与火山地质特征，岩石学报，２８（４）：１０９２—１０９８．

１２）郭飚，刘启元，陈九辉，贺日政，李顺成，２０１２，中国大陆及邻区上地幔

Ｐ波各向异性结构，地球物理学报，５５（１２）：４１０６—４１１５．

１３）ＧｕｏＬｉｎｇｌｉ，ＷｏｎｇＲｏｂｉｎａＨＣ．，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ＹｉｎＰｅｎｇ，２０１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

３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ｒａｃｋ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２：４２９—４３２．

１４） ＨａｎＦｅｉ，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Ｂｏｄａ?ｒｉｃ，ＨｏｕＹａｍｅｉ，ＨｕａｎｇＷａｎｂｏ，

Ｆａｌｇｕèｒｅ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ａｓｓｅＭｉｃｈｅｌ，ＷｅｉＧｕａｎｇｂｉａｏ，ＧａｒｃｉａＴｒｉｓｔａｎ，ＳｈａｏＱｉｎｇｆｅｎｇ，

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２０１２，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ＥＳＲ／Ｕ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ｆｏｓｓｉｌｔｅｅｔｈ

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ｇｕｐｏｃａｖ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１０（２０１２）：４３６—４４２．

１５）韩非，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尹功明，刘春茹，２０１２，ＥＳＲ－铀系联合分析

与等时线法结合在考古遗址化石测年中的应用探索，核技术，３５（１２）：９２３—９２８．

１６）ＨａｏＭｉｎｇ，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ＣｕｉＤｕｘｉｎ，２０１２，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ｔｈｅ１９９０ＭＷ ６４Ｇｏｎｇｈ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５３２—５３５（２０１２）：２０５—２１４．

１７）郝明，王庆良，崔笃信，李煜航，２０１２，根据 ＧＰＳ和水准资料反演 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震同震破裂模型，地震研究，３５（３）：３２３—３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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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ＨｉｒｏｓｅＴａｋｅｈｉｒｏ，ＭｉｚｏｇｕｃｈｉＫａｕｚ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２０１２，Ｗｅａｒｐｒｏ

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ｒｏｃｋｓａｔｓｌｏｗｔｏｈｉｇｈ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８（２０１２）：

１０２—１１６．

１９）ＨｏｕＬｉｎｆｅｎｇ，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ｏＬｕ，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ＯｋｉｍｕｒａＹｕｊｉ，２０１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ａｂｅｄｄｉｎｇ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ｆａｕｌｔａｔＸｉａｏｊｉａｑｉａｏｏｕｔｃｒｏｐ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２５：１９７—２１７．

２０）黄宝伟，宋小刚，王振杰，单新建，２０１２，基于 ＤＩｎＳＡＲ技术的唐山万达

广场地区沉降监测及其安全性评价，遥感信息，２７（４）：１０１—１０５．

２１）黄宝伟，宋小刚，王振杰，单新建，２０１２，基于 ＤＩｎＳＡＲ技术的葛亭煤矿

地面沉降监测研究，工程勘察，２０１２（４）：５５—６０．

２２） ＨｕａｎｇＢｏｒＳｈｏｕｈ，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ＹｕｅＧａｕ，ＸｕＸｉｗｅｉ，

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ｙｏｎｇ，ＬｅｅＳｈｉａｎｎＪｏｎｇ，ＹａｏＺｈｅｎｘｉｎｇ，２０１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

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ｊｏｉ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ｔｗ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ｓ，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５７８（２０１２）：８７—９７．

２３）惠少兴，张元生，李顺成，２０１２，ｔＤ地震定位方法研究，西北地震学报，

３４（１）：１０—１３．

２４）ＪｉＹ．，ＢａｕｄＰ．，ＶａｊｄｏｖａＶ．，ＷｏｎｇＴ．ｆ．，２０１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ｅｇｅ

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ａ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Ｏｉｌ＆Ｇａ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ＦＰＥｎｅｒｇｉｅｓ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６７（５）：７５３—７７５．

２５）ＪｏｌｉｖｅｔＲ．，ＬａｓｓｅｒｒｅＣ．，ＤｏｉｎＭ．Ｐ．，ＧｕｉｌｌａｓｏＳ．，ＰｅｌｔｚｅｒＧ．，ＤａｉｌｕＲ．，Ｓｕｎ

Ｊ．，ＳｈｅｎＺ．Ｋ．，ａｎｄＸｕＸ．，２０１２，Ｓｈａｌｌｏｗｃｒｅｅｐｏｎ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Ｇａｎｓｕ，Ｃｈｉ

ｎａ）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ＳＡ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１１７，

Ｂ０６４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１１ＪＢ００８７３２．

２６）ＫｕｗａｈａｒａＹａｓｕｔｏ，ＫｉｇｕｃｈｉＴｓｕｔｏｍｕ，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ＷｅｎＸｕｅｚｅ，

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２０１２，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ＡｎｎｉｎｇｈｅＺｅｍｕ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ａｎａｒｒａｙ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

ＥａｒｔｈＰｌａｎｅｔｓＳｐａｃｅ，６４：１３—２５．

２７）Ｌｅａｓ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Ｏ．，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ＨｏｕｇｈＢｒａｉｎ，ＷａｎｇＺｈｉｃａｉ，Ｙｕａｎ

Ｄａｏｙａｎｇ，２０１２，ＰｕｌｓｅｄＭｉｏｃｅｎｅｒａｎ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Ｘ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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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ａＢａｓｉｎ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２４（５－６）：６５７—６７７．

２８）Ｌｅａｓ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Ｏ．，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ｕＪｉａｎｈｕｉ，Ｙｕａｎ

Ｄａｏｙａｎｇ，２０１２，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ｂｕｄｇｅｔｆｏ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

ｅａｕ：Ｉｓ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ｌｏｗ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ＶＯＬ３１，ＴＣ３０１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

２０１１ＴＣ００３０６６．

２９）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ＣｈａｉＣｈｉｚｈａｎｇ，ＤｕＰｅ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Ｍ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ｋｕｉ，２０１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Ｌｕｈｕａｔａｉｂｕｒｉｅｄｆａｕｌｔ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６（２）：１６８—１８０．

３０）雷启云，柴炽章，王银，杜鹏，孟广魁，２０１２，银川盆地西大滩隐伏断层

晚第四纪活动特征，西北地震学报，３４（２）：１８６—１９１＋２０８．

３１）雷中生，袁道阳，郑文俊，葛伟鹏，刘兴旺，２０１２，７５６年张掖—酒泉地

震考，西北地震学报，３４（１）：７２—７７．

３２）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２０１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ｇｅｏｍｅ

ｔｒｙ，ａｎ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１４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０Ｙｕｓｈｕ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Ｃｈｉｎ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０２（４）：

１６１８—１６３８．

３３）李磊，郝重涛，２０１２，忽略 ＴＴＩ介质对称轴倾角的可行性，地球物理学报，

５５（６）：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３４）李霓，张柳毅，赵勇伟，曹园园，盘晓东，２０１２，中国东北小古里河－科

洛－五大连池－二克山火山带钾质矿物成因及地质意义，岩石学报，２８（４）：１１７３—

１１８０．

３５） ＬｉＴａｏ，Ｃｈｅｎ Ｊｉｅ，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Ａ．，Ｂｕｒｂａｎｋ ＤｏｕｇｌａｓＷ．， Ｘｉａｏ

Ｗｅｉｐｅｎｇ，２０１２，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ｙ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ｒａｔｅ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ｏｇｅｎｓ：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ＦｒｏｎｔａｌＴｈｒｕｓｔ，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ＶＯＬ３９，Ｌ１５３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１２ＧＬ０５１７８２．

３６）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ＬｉｕＱｉｎｇｓｏｎｇ，２０１２，Ｍｉｎｅｒ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ｔｈｅｖｅｒｍｉｃ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ｄｓｏｉｌ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ａｌａｅ

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３２９—３３０（２０１２）：１７３—１８３．

３７）刘彩彩，邓成龙，２０１２，南方红土的磁性矿物组成及其区域性差异，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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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研究，３２（４）：６２６—６３４．

３８）刘春茹，黄静，李建平，宋为娟，方芳，２０１２，Ｘ射线荧光光谱法测定水

系沉积物 ＥＳＲ测年样品 Ｕ、Ｔｈ、Ｋ含量，核技术，３５（１１）：８３７—８４０．

３９）刘贵，周永胜，２０１２，长英质岩石的流变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地震地

质，３４（２）：３６５—３８３．

４０）刘贵，周永胜，宋娟，何昌荣，２０１２，高温高压条件下实验变形石英闪长

岩微观结构与熔体特征研究，岩石学报，２８（３）：１００５—１０１６．

４１）ＬｉｕＪｉｆｕ，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ＭＷ ９０Ｔｏ

ｈｏｋ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Ｊａｐ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ｉｓｋ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３）：１５５—１６２．

４２）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ＭｕｒｒａｙＡｎｄｒｅｗＳ．，ＪａｉｎＭａｙａｎｋ，ＢｕｙｌａｅｒｔＪａｎＰｉｅｔｅｒ，ＬｕＹａｎ

ｃｈｏｕ，ＣｈｅｎＪｉｅ，２０１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ＳＡＲＴＴＯＳＬ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ｆｏｒ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ａｌｌｙｈｅａｔｅｄａｅｏｌｉ

ａｎｑｕａｒｔｚｆｒｏｍＤａｔ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１０（２０１２）：３０８—３１３．

４３）刘云华，屈春燕，单新建，２０１２，基于 ＳＡＲ影像偏移量获取汶川地震二维

形变场，地球物理学报，５５（１０）：３２９６—３３０６．

４４）ＭａＪｉｎ，ＳｈｅｒｍａｎＳＩ，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ｉｎｓｔａｂ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ｉｃｋ

ｓｌｉｐ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ａ５ｏｂｅｎｄ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５５（６）：

８６９—８８１．

马瑾，ＳｈｅｒｍａｎＳＩ，郭彦双，２０１２，地震前亚失稳应力状态的识别———以 ５°拐

折断层变形温度场演化的实验为例，中国科学 （Ｄ辑：地球科学），４２（５）：６３３—

６４５．

４５）ＭａＸｉａｏｌｉｎ，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ＣｈｅｎｇＪｉｅ，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２０１２，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ｐａｌｙｎｏｆｌｏｒ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ｂａｓｉｎｓｉ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ａｎｄＰａｌｙｎｏｌｏｇｙ，１８４（２０１２）：２４—

３５．

４６）缪阿丽，马胜利，２０１２，白云母对岩盐断层带摩擦速度依赖性影响的实验

研究，地震地质，３４（１）：６３—７５．

４７）缪阿丽，马胜利，侯林锋，姚路，２０１２，岩盐断层带摩擦滑动的速度依赖

性转换及其地震学意义，地球物理学报，５５（１０）：３３０７—３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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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ＮｏｄａＨｉｒｏｙｕｋ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２０１２，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ｈａｌｉｔｅ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ｌｏｗ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８（２０１２）：２３４—２４２．

４９）ＯｏｈａｓｈｉＫｉｙｏｋａｚｕ，ＨｉｒｏｓｅＴａｋｅｈｉｒｏ，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Ｋｅｎｔａ，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

２０１２，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ｉｎｔｈｅＡｔｏｔｓｕｇａｗａ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Ｊａ

ｐ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ａｕｌｔｃｒｅｅ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８（２０１２）：

３９—５０．

５０）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ＪＲａｍｏｎ，Ｃｏｒｏｎａ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Ｈｉｎｏｊｏｓａ，Ｅｌｌｉｏｔｔ

ＡｕｓｔｉｎＪ．，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ＪｏｈｎＭ．，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ＥｒｉｃＪ．，ＧｏｌｄＰｅｔｅｒＯ．，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ＧａｒｃｉａＪＪａｖｉｅｒ，

ＨｕｄｎｕｔＫｅｎＷ．，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ＴｅｒａｎＯｒｌａｎｄｏＪ．，２０１２，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ＥＩＭａｙｏｒＣｕｃａｐａ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ＩＤＡ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３５：

７０２—７０５．

５１）ＯｗｅｎＬｅｗｉｓＡ．，ＣｈｅｎＪｉｅ，ＨｅｄｒｉｃｋＫａｔｈｙｒｎＡ．，ＣａｆｆｅｅＭａｒｃＷ．，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Ｃ．，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Ｍ．，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ＬｉＷｅｎｑｉａｏ，ＩｍｒｅｃｋｅＤａｎｉｅｌＢ．，

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２０１２，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ｌａ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ａｓｈｋｕｒｇａｎＶａｌｌｅｙ，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Ｐａｍｉｒ，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４７（２０１２）：５６—７２．

５２）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２０１２，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ｄａｔａａｎｄ

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ＭＳ７１Ｙｕｓｈ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０，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３８７９—３８８２．

５３）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ＧｕｏＬｉｍ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Ｙｕｆｅｉ，２０１２，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ｎｅａｒ

ｆａｕｌｔ，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ｐｉｘｅｌｏｆｆｓｅ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ｏｎ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８６（２）：

５１０—５１９．

５４）屈春燕，单新建，张国宏，宋小刚，张桂芳，刘云华，郭利民，２０１２，干

涉基线对地震形变场的影响———以玛尼地震同震－震后形变场为例，地震地质，３４

（４）：６７２—６８３．

５５）任雅琼，陈顺云，马瑾，２０１２，依兰－伊通断裂带地表温度变化分析，地

震学报，３４（５）：６９８—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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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ＳａｗａｉＭｉｃｈｉｙ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Ｔｏｇｏ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２０１２，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ＢＥ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ｏｆＮｏｊｉｍａ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ｗｉｔｈ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８（２０１２）：１１７—１３８．

５７）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ｏ

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ＧｕｏＬｉｍｉｎ，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２０１２，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ａｎｄ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ＹｕｔｉａｎＭＳ７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ｆ２１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Ｘｉｎ

ｊｉａｎｇ，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８６（１）：２５６—２６５．

５８）盛传贞，甘卫军，赵春梅，肖根如，陈为涛，２０１２，利用星载 ＧＰＳ数据确

定厘米级 Ｊａｓｏｎ－１卫星精密轨道，测绘通报，２０１２（０４）：１１—１４．

５９）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Ｔｏｇｏ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２０１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ｂ，Ｓｃｉ

ｅｎｃｅ，３３８（５４）：５４—５５．

６０）ＳｏｎｅＨｉｒｏｋ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ＭｏｏｒｅＤｉａｎｅＥ．，２０１２，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

ｔｉｅｓｏｆｓａｐｏｎｉｔｅｒｉｃｈｇｏｕｇｅｆｒｏｍａ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ｉ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ＧｏｋａｓｈｏＡｒａｓｈｉ

ｍ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Ｌｉｎ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Ｊａｐ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８（２０１２）：１７２—１８２．

６１）宋利虎，郝重涛，姚陈，蔡明刚，２０１２，三维弯曲界面炮集 Ｐ波反射时距

特征分析，地震地质，３４（３）：４７７—４８７．

６２）宋义敏，马少鹏，杨小彬，郭文婧，施惠基，２０１２，断层黏滑动态变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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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震地质，３４（４）：５６６—５７５．

９７）张媛媛，周永胜，２０１２，断层脆塑性转化带的强度与变形机制及其流体和

应变速率的影响，地震地质，３４（１）：１７２—１９４．

９８）赵国泽，王立凤，詹艳，汤吉，肖骑彬，陈小斌，王继军，蔡军涛，汪

晓，杨静，２０１２，地震预测人工源极低频电磁新技术 （ＣＳＥＬＦ）和第一个观测台网，

地震地质，３４（４）：５７６—５８５．

９９）赵盼盼，陈九辉，ＣａｍｐｉｌｌｏＭｉｃｈｅｌ，刘启元，李昱，李顺成，郭飚，王峻，

齐少华，２０１２，汶川地震区地壳速度相对变化的环境噪声自相关研究，地球物理学

报，５５（１）：１３７—１４５．

１００）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ｒｔｙｎＪ．，Ｚｈａ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

ＪｏｎｅｓＡｌａｎＧ．，ＴａｎｇＪｉ，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ＷａｎｇＪｉｊｕｎ，ＣａｉＪｕｎｔａｏ，ＬｉＴａｏ，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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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Ｊｉｈｏｎｇ，２０１２，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ＭＷ ７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ｒｅａｆｒｏｍ 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ｄａ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ｙ，４０（２０１２）：

１１３９—１１４２．

１０１） 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ＲｙｂａｃｋｉＥｒｉｋ，Ｗｉｒｔｈ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Ｄｒｅｓｅｎ

Ｇｅｏｒｇ，２０１２，Ｃｒｅｅｐ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ｍｏｌｔｅｎ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ｇａｂｂｒｏｕｎｄｅｒｄ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１１７，Ｂ０５２０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１１ＪＢ００８６４６．

２、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ＳａｗａｉＭ．，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Ｔ．，ＫｉｔａｊｉｍａＨａｎｄＨｉｒｏｓｅＴ．，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ｏｆＳＡＦＯＤｇｏｕｇ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ｒｅｅｐｉｎｇ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

ＫＡＮＡＭ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ｌｏｎｇＳｕｂ

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Ｋｏｃｈｉ，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２，２２８—３１．

２）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ＳｈｉｂａｚａｋｉＢ．，ＨｉｒｏｓｅＴａｎｄＮｏｄａＨ．，Ｆｕｔｕｒｅｔａｓｋｓｉｎｆａｕｌｔ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２０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ＫＡＮＡＭＥ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ｌｏｎｇ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

Ｋｏｃｈｉ，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２，２２８—３１．

３）ＬｉｕＪ．，ＷｅｎＬ．，ＯｓｋｉｎＭ．，ａｎｄＺｅｎｇＬ．，Ｆｏｃｕｓｅｄ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２，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２，４２３—２９．

４）ＺｈａｎｇＨ．，ＺｈａｎｇＰ．，ＺｈｅｎｇＤ．，ＺｈｅｎｇＷ．，ＣｈｅｎＺ．，ａｎｄＷａｎｇＷ．，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

ｂｌｙ２０１２，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２，４２３—２９．

５）ＮｏｄａＨａｎｄ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ｂｒｉｔ

ｔｌｅｐｌａｓ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ＭａｋｕｈａｒｉＭｅｓｓｅ，Ｃｈｉｂａ，

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２，５２０—２５．

６）ＳａｗａｉＭ．，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ＨｉｒｏｓｅＴ．，ＫｉｔａｊｉｍａＨａｎｄ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ＢＥ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ＡＦＯＤＳＤＺｇｏｕｇｅａｔ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ｔｏ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

ｉｔｙｒｅｇｉｍｅｓ，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ＭａｋｕｈａｒｉＭｅｓｓｅ，Ｃｈｉｂａ，Ｊａｐａｎ，

２０１２，５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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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ＳｈｉｂａｚａｋｉＢ．，ＴｓｕｔｓｕｍｉＡ．，ＵｊｉｉｅＫ．，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ａｎｄＩｔｏＹ．，３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ｃｙｃｌｅｏｆａ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ａｎｄ

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ｓ，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ＭａｋｕｈａｒｉＭｅｓｓｅ，Ｃｈｉｂａ，Ｊａ

ｐａｎ，２０１２，５２０—２５．

８）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ＭａＳ．，ＹａｏＬ．，ＨｏｕＬａｎｄＴｏｇｏ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

ｃｈｅｓ，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ＭａｋｕｈａｒｉＭｅｓｓｅ，Ｃｈｉｂ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２，

５２０—２５．

９）ＴｏｇｏＴ．，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Ｅａｎｄ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Ｅｎｅｒｇｙ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ｒａｉｎｃｒｕｓｈｉｎｇｉｎ

ｑｕａｒｔｚｇｏｕｇｅａｎｄ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ｄｕｒｉｎｇｓｕｂ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ｍｏｔｉｏｎ，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

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ＭａｋｕｈａｒｉＭｅｓｓｅ，Ｃｈｉｂ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２，５２０—２５．

１０）ＴａｎｇＪｉ，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ＺｈａｎＹａｎ，ＬｉＲｕａｎ，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ＦａｎＹｅ，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ｒｅａｓ，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２１ｓ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Ｄａｒｗ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２，７２５—３１．

１１）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ＷａｎｇＪｉｊｕｎ，ＴａｎｇＪｉ，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Ｎｅｗ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

ｌｕｒｉｃｄａｔ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ｗｅａｋｃｒｕｓｔａｌｌａｙｅｒ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ＫｕｎｌｕｎＦａｕｌｔａ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２１ｓ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Ｄａｒｗ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２，７２５—３１．

１２）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Ｚｈａ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ＴａｎｇＪｉ，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ｊｕｎ，

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ｏｆＣｈｉｎａ

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１ｓ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Ｄａｒ

ｗ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２，７２５—３１．

１３）ＺｈａｎｇＨＰ．，ＺｈａｎｇＰＺ．，Ｋｉｒｂｙ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Ｈａｚａｒｄｓ，３３ｒｄＧｅｎｅｒ

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ｏｓｃｏｗ，Ｒｕｓｓｉａ，２０１２，８１９—

２４．

１４）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ＭａＪｉ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ＨｕＸｉａｏｙａ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ａｙａｎｋａｌａＢｌｏｃｋ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ＭＷ ７９Ｗｅｎ

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ＯＧＳＡＧＵ （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２，８１３—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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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ＨｕＸｉａｏｙａ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ＭａＪｉ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ｓ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ＯＧＳ

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２，８１３—１７．

１６）Ｙａｎ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ＷｅｎＳｈａｏｙａｎ，ＣａｏＪｉｎｂｉｎ，ＴａｎｇＪｉ，Ｗａｎｇ

Ｆｅｉｆｅｉ，ＹａｎＬｉｌｉ，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ｏ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ｇａｉｎ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２，８１３—１７．

１７）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ａｎｄＮｏｄａＨ．，Ｆａｕｌｔ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ｌｏｗ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ｌａｗ

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Ｇｏｒｄ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ｔ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ｙ，Ａｎｄｏｖｅｒ，Ｎｅｗ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ＵＳＡ，

２０１２，８１９—２４．

１８）ＬｉｕＪ．，ＳｕｎＪ．，ＧａｕｄｅｍｅｒＹ．，ＸｉａｏＰａｎｄＭａＹ．，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

ｌａｒｇｅｒｉｖｅｒｓｄ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ｌｌｅｄ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１３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Ｇｕｉ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９．

１９）ＬｉｕＪＦ．，ＣｈｅｎＪ．，ＭｕｒｒａｙＡＳ．，ＪａｉｎＭ．，ＢｕｙｌａｅｒｔＪＰ．，ＬｕＹＣ．，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ＴＯＳＬａｎｄＰｏｓｔＩＲＩＲＳ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ｏｌｄ（＜７８０ｋａ）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ｆｒｏｍＮｉｈｅｗａｎ

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ＵＫ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 ｄａｔｉｎｇｍｅｅｔｉｎｇ，Ｗａｌｅｓ，ＵＫ，

２０１２，９１２—１４．

２０）ＹａｎｇＣ．Ｍ．，ＹｕＷ．Ｌ．，ＤｏｎｇＪ．Ｊ．，ＭｉｙａｍｏｔｏＹ．，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ａｎｄＬｅｅ

Ｃ．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ｇｉａｎｔ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Ｋｉｒｙｕ，Ｊａｐａｎ，

２０１２，１１７—９．

２１）ＨａｎＦ．，ＢａｈａｉｎＪＪ．，ＹｉｎＧＭ．，ＬｉｕＣ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ＥＳＲａｎｄＵｓｅｒｉｅｓｉｓｏ

ｃｈｒｏｎ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ｆｏｓｓｉｌｔｏｏｔｈ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ｇｕｐｏｃａｖｅ，３ｒｄ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

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ｎｏｎｄａｔ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Ｋｉｔａｋｕ，

Ｏｋａｙａｍ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２，１１１８—２２．

２２）ＬｉｕＣＲ．，ＹｉｎＧＭ．，ＦａｎｇＦ．，ＶｏｉｎｃｈｅｔＰ．，ＨａｎＦ．，ＬｉＪＰ．，ＳｏｎｇＷＪ．，

ＷａｎｇＤ．，ＢａｈａｉｎＪＪ．，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ｆｌｕｖｉ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ａｒ

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ｏｆＤｏｎｇｇｕｔｕｏ，ＮｉｈｅｗａｎＢａｓｉｎ，ｎｏ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３ｒｄ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ｎｏｎｄａｔ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Ｋｉｔａｋｕ，Ｏｋａｙａｍ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２，１１１８—２２．

　◣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２３）ＬｉｕＣＲ．，ＹｉｎＧＭ．，ＧｒüｎＲ．，ＺｈａｎｇＨＰ．，ＺｈｅｎｇＷＪ．，ＨａｎＦ．，Ｗａｎｇ

Ｄ．，ＳｏｎｇＷＪ．，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ｔｅｒｒａｃｅｂｙ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ａｔｕｐ

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ｏｆＭｉｎ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Ｅａｓｔ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３ｒｄ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

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ｎｏｎｄａｔ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Ｋｉｔａ

ｋｕ，Ｏｋａｙａｍ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２，１１１８—２２．

２４）ＡｎｓｂｅｒｑｕｅＣｌａｉｒｅ，ＧｏｄａｒｄＶｉｎｃｅｎｔ，ＢｅｌｌｉｅｒＯｌｉｖｉｅｒ，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ＬｉｕＪｉｎｇ，Ｌｉ

Ｙｏｎｇ，ＤｅＳｉｇｏｙｅｒＪｕｌｉａ，ＢｏｕｒｌｅｓＤｉｄｉｅｒＬ．，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２５）ＣｈｕｎｇＬｉｎｇＨｏ，ＣｈｅｎＹｕｅＧａｕ，ＣａｏＺｈｏｎｇｑｕａｎ，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ＦａｎＡｎ

ｃｈｕａｎ，ＳｕｎＸｉｎｚｈｅ，ＸｕＸｉｗｅｉ，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ｌｉｐ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Ｇｙａ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ｉｔｓＮ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２６）Ｄｏｎｇ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Ｙｕ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ａｎｇｓｈａｎＲａｎｇｅＦｒｏｎｔ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２７）ＤｏｉｎＭａｒｉｅＰｉｅｒｒｅ，ＴｗａｒｄｚｉｋＣｅｄｒｉｃ，Ｄｕｃｒｅｔ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ａｓｓｅｒｒｅＣｅｃｉｌｅ，Ｇｕｉｌ

ｌａｓｏＳｔｅｐｈａｎｅ，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ＳｉｌｉｎｇＣｏｌａｋｅ（Ｔｉｂｅｔ）

ｄｕｅｔｏｉｔｓ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ａｔｅｒｌｏａ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２８）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Ｅ．，ＭｉｚｏｇｕｃｈｉＫ．，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Ｆ．，ＴｏｇｏＴ．，ＫａｗａｋａｔａＨ．，Ｙｏｓｈｉｍ

ｉｔｓｕＮ．，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ａｎｄＭｉｋｏｓｈｉｂａＴ．，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ｂｉａｘｉ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ＩＥＤｓｈａｋｉｎｇｔａｂｌ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

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２９）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ＬｕｏＬｉ，Ｓｔｒｏ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ａｎｄ

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ｇｏｕｇｅｓｕｎ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３０）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ｏＹｉ，ＣｈｅｎＹｕｅＧａｕ，ＬｉｕＴｓｕｎｇＫｗｅｉ，ＬｏＣｈｉｎｇＨｕａ，ＳｈａｏＷｅｎ

Ｙ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ＣａｏＺｈｏｎｇｑｕａｎ，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ｕｔ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Ｌｈａｓａ

Ｔｅｒｒａｎｅ，ＳｏｕｔｈＴｉｂｅｔ，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ｔｒｉｔｕ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２年度报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３１）ＩｍｒｅｃｋｅＤａｎｉｅｌＢ．，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Ｃ．，ＬａｐｅｎＴｈｏｍａｓＪ．，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

Ｗｅｎｑｉａｏ，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

Ｐａｍｉｒｓｕｇｇｅｓｔ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ｔｈｒｕｓｔｎａｐｐ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

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３２）ＫｒｅｅｍｅｒＣｏｒｎｅＷ．，ＫｌｅｉｎＥｌｌｉｏｔＣ．，Ｂｌｅｗｉｔｔ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ｇ

Ｍｉｎ，ＣｈａｍｏｔＲｏｏｋｅＮｉｃｏｌａｓＲ．，ＲａｂａｕｔｅＡｌａｉｎ，Ａ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ｍｏｄｅ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

１２２—８．

３３）Ｌｉｕ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ＭａＪｉｎ，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ｆａｕｌｔｃｒｅｅｐ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

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ｌｏｎｇ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

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３４）ＬｕＺｈｅｎ，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ｄｉｎｇｏｆｂｉｏｔｉｔｅｇｏｕｇｅｕｎ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

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３５）ＬｕｏＸｕｗｅｉ，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２０１０ＤａｒｆｉｅｌｄＭＷ ７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３６）ＭａＪｉ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ＲｅｎＹａｑｉ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Ｌｉｕ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Ｍｅｔａｉｎｓｔａｂ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ｓｙｎｅｒｇｙｆｒｏｍ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

１２２—８．

３７）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Ｂｕ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ＬｉａｎｇＦａｎｇ，Ａｔｈｒｅｅｓｔｅｐ

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ｕｐｔｕｒｅ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ｆｏｕｒｒｅｃｅｎｔ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Ａｓｉ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３８）ＷａｎｇＨｕａｎ，ＬｉＨａｉｂｉｎｇ，ＳｉＪｉａｌｉａｎｇ，ＰｅｉＪｕｎｌ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Ｙａ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ＹａｏＬｕ，ＷａｎｇＹｕ，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ＷＦＳＤ－１ｃｏｒｅｓ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ｕｔｃｒｏｐ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

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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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ＳｈｉｂａｚａｋｉＢ．，ＴｓｕｔｓｕｍｉＡ．，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ａｎｄＮｏｄａＨ．，３Ｄｑｕａｓｉ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ｙｃ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４０）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ａｎｄＳｈｉｂａｚａｋｉＢ．，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２０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ｒｏｍ ｆａｕｌ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４１）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ｕｐｌｉｆ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ｒ

ｃｈｉｖ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Ｊｉｕｘｉｂａ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４２）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ＷａｎｇＫｅｌｉｎ，ＨｅＪｉａｎｇｈｅｎｇ，Ｏｎ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

ｃｒｅｅｐ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ｃａｄｉａｍｅｇａｔｈｒｕｓ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４３）ＷａｎｇＺｈｉｃａｉ，ＢｒｉａｎＨｏｕｇｈ，Ｌｅａｓ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Ｏ．，ＧａｒｚｉｏｎｅＣａｒｍａｌａＮ．，Ｚｈａｎｇ

Ｐｅｉｚｈｅｎ，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ｂａｓｉ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

１２２—８．

４４）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ＬｉＨａｉｂ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ｔｏｈｉｇｈ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ｆｒｏｍＷＦＳＤ－１ｃｏｒｅｓａｎｄｏｕｔｃｒｏｐ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

１２２—８．

４５）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ｕＸｉｎｇｗａｎｇ，

ＬｉｕＢａｉｙｕｎ，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ＨｕａｍａＦａｕｌｔ，

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ｇａｉｓｈａｎＤｉｅ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Ｗｅ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

１２２—８．

４６）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ｏｕｇｅｓｆｒｏｍＬｏｎｇ

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Ｗ ７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

　◣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２年度报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３、在国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陈杰，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ＳｏｂｅｌＥ．，李文巧，袁兆德，李涛，ＴｈｉｅｄｅＲ．，Ｒｏｂ

ｉｎｓｏｎＡ．，帕米尔构造结晚新生代同造山拉张向径向逆冲作用的运动学转换———来自

构造热年代学与全新世活动构造的证据，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湖

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２）韩亮，周永胜，中地壳断层带内高压流体形成条件的模拟实验研究，第五

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３）何昌荣，罗丽，热水条件下强烈速度弱化滑行行为的物理化学机制———水－

岩相互作用的实例，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

３３０—４１．

４） 李 涛，陈 杰，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ｅｓｓｉｃａ，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ｏｕｇｌａｓ，帕 米 尔 前 缘 断 层 带

（ＰＦＴ）第四纪构造变形与帕米尔构造结向北的扩展，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

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５）李文巧，陈杰，ＯｗｅｎＬＡ．，袁兆德，ＨｅｄｒｉｃｋＫＡ．，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Ａ．，Ｃａｆｆｅｅｄ

Ｍ．，杨晓东，ＩｍｒｅｃｋｅＤａｎｉｅｌ，喀喇昆仑断裂带北端与塔什库尔干断裂的晚第四纪活

动，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６）刘贵，周永胜，组构对糜棱岩流变影响的实验研究，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

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７）刘静，文力，张智慧，孙杰，王鹏，许强，强地震长破裂：如何跨越断裂

的不连续阶区？，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

４１．

８）路珍，何昌荣，热水条件下黑云母粒状样品的流变现象，第五届构造地质

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９）马瑾，地震新主体地区和失稳危险阶段的探寻，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

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１０）任治坤，青藏高原变形空间差异：安宁河断裂的地貌学证据，第五届构造

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１１）王伟涛，青藏高原东北缘宁夏南部盆地的新生代构造变形，第五届构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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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１２）杨晓东，陈杰，李涛，李文巧，袁兆德，杨会丽，活动弯滑断层作用及其

意义———以西南天山明尧勒背斜为例，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

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１３）杨晓松，陈建业，段庆宝，汶川地震断层泥粒度统计及其对地震破裂过程

的启示，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１４）于俊杰，曾令森，高利娥，刘静，谢克家，藏南麻迦地区淡色花岗岩的形

成机制及构造动力学意义，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

３３０—４１．

１５）袁兆德，陈杰，李文巧，ＯｗｅｎＬｅｗｉｓＡ．，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Ｍ．，帕米尔

东北部塔合曼大型滑坡体的１０Ｂｅ测年及成因探讨，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

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１６）曾令森，刘静，高利娥，于俊杰，从缩短增厚到伸展减薄：地壳深熔作用

与大型碰撞造山带的深部过程，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

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１７）张会平，张培震，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ＪｏｈｎＰｉｔｌｉｃｋ，青藏高原东北缘黄河第四纪时

期侵蚀基准降低的地貌响应：以大夏河流域瞬态地貌发育特征为例，第五届构造地

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１８）张雷，何昌荣，龙门山断裂带自然断层泥摩擦特性，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

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１９）郑德文，张培震，袁道阳，郑文俊，王伟涛，临夏盆地周边山体隆升与积

石砾岩的关系，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

４１．

２０）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ＨｅＷｅｎｇｕｉ，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

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Ｇ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ＭｉｎＷｅｉ，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

ａｎ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ｄｅｃａｄ

ａｌ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ｏｎｆａｕｌｔｓ，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

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１．

２１）周永胜，ＥｒｉｋＲｙｂａｃｋｉ，何昌荣，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ｒｔｈ，ＧｅｏｒｇＤｒｅｓｅｎ，熔体对基性

岩流变影响的实验研究，第五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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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４１．

２２）单新建，ＩｎＳＡＲ技术发展趋势和在地震科学中的应用，中国地震学会第十

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２３）段庆宝，杨晓松，陈建业，采自汶川地震断层带样品渗透性的初步实验研

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２４）郭玲莉，刘力强，区域加载应力与断层带周边应变场分析，中国地震学会

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２５）郭彦双，马瑾，卓燕群，平直断层失稳前应变场演化特征的实验研究，中

国地震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２６）韩亮，周永胜，姚文明，中地壳断层带内微裂隙愈合与高压流体形成条件

的模拟实验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

２８．

２７）何昌荣，罗丽，热水条件下强烈速度弱化活动行为的机制———压溶过程与

摩擦本构参数的关系，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

６２５—２８．

２８）扈小燕，刘培洵，陈顺云，刘力强，马瑾，马胜利，多核处理器环境下遥

感数据处理的并行与串行算法的性能比较，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

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２９）汲云涛，黄庭芳，灰岩微观孔隙的三维定量描述及其对变形的影响，中国

地震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３０）李普春，刘力强，郭玲莉，刘培洵，粘滑过程中的多点错动，中国地震学

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３１）刘冠中，马瑾，鲜水河断裂带断层活动 “协同化”的演化特征，中国地震

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３２）刘培洵，李普春，刘力强，陈顺云，声发射矩张量自动反演，中国地震学

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３３）路珍，何昌荣，热水条件下黑云母粒状样品的流变现象，中国地震学会第

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３４）马瑾，地震新主体地区和失稳危险阶段的探寻，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四次学

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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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马胜利，缪阿丽，模拟断层泥摩擦滑动速度依赖性转换的实验研究，中国

地震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３６）屈春燕，单新建，徐小波，基于 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的海原断裂带地壳形变观测

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３７）任雅琼，马瑾，刘培洵，陈顺云，压性雁列断层亚失稳阶段亮温场演化的

实验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３８）汤吉，肖骑彬，詹艳，李冉，董泽义，云南南部地震区电性结构特征与区

域构造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３９）王凯英，马瑾，刁桂苓，山西构造带的现今应力状态，中国地震学会第十

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４０）张会平，张培震，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尹金辉，刘春茹，于贵华，沿龙门山构造带

走向上地形发育差异特征及其对青藏高原东缘地貌演化的启示，中国地震学会第十

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４１）张会平，张培震，袁道阳，郑文俊，郑德文，南北地震带中段地貌发育差

异性及其与西秦岭构造带关系初探，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

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４２）张元生，惠少兴，陈九辉，李顺成，秦满忠，郭晓，刘旭宙，魏从信，地

震波三维 Ｑ值成像，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

６２５—２８．

４３）郑文俊，张培震，葛伟鹏，ＰｅｔｅｒＭｏｌｎａｒ，张会平，袁道阳，刘建辉，河西

走廊北部合黎山南缘断裂晚第四纪滑动速率及其对青藏高原向北东扩展的响应，中

国地震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４４）卓燕群，马瑾，郭彦双，平直走滑断层亚失稳状态的位移场协同化特征

———基于岩石数字图像变形相关分析方法，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大会，新疆

乌鲁木齐，２０１２，６２５—２８．

４５）郭利民，单新建，乔学军，利用 ＧＰＳ和 ＰＳＩｎＳＡＲ联合监测西秦岭断裂北

缘地表运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２０．

４６）郝重涛，姚陈，远震基底 ＰＳ波分裂偏振分析，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

八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２０．

４７）马超，潘进波，徐小波，孟秀军，卢小平，鹤壁矿区 ＩｎＳＡＲ开采沉陷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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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分析，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２０．

４８）孟秀军，马超，屈春燕，徐小波，ＰＳＩｎＳＡＲ在鹤壁矿区地表形变监测中的

应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２０．

４９）屈春燕，刘云华，单新建，张国宏，宋小刚，张桂芳，郭利民，徐小波，

利用 ＳＡＲ图像偏移量估计汶川地震地表破裂特征及近断层形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２０．

５０）申星，宋小刚，单新建，基于 ＩＮＳＡＲ与 ＧＰＳ获取汶川地震同震地表三维形

变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２０．

５１）沈正康，王敏，王凡，万永革，张培震，廖华，孙建宝，陶玮，王阎昭，

郝明，葛伟鹏，汶川地震震后形变过程与龙门山断裂带及周边介质流变学性质研究，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２０．

５２）宋冬梅，单新建，沈晨，王一博，刘雪梅，基于 ＭＯＤＩＳ地表温度数据的地

震热异常若干现象的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２，

１０１７—２０．

５３）宋小刚，单新建，汪荣江，张桂芳，刘云华，基于 ＩｎＳＡＲ和 ｏｆｆｓｅｔ反演玉

树 ＭＳ７１地震断层滑动分布，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２０．

５４）闫丽莉，单新建，屈春燕，卫星红外与微波亮温对比研究，中国地球物理

学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２０．

５５）姚陈，郝重涛，王
!

，地壳各向异性导致 ＳＫＳ分裂———理论地震图研究，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２０．

５６）张桂芳，单新建，屈春燕，宋小刚，延怀盆地时序差分干涉技术形变监

测，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２０．

５７）张国宏，ＭａｒｔｉｎＶａｌｌéｅ，单新建，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Ｄｅｌｏｕｉｓ，基于强震动数据反演的

汶川地震破裂模式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２，

１０１７—２０．

５８）张元生，惠少兴，陈九辉，李顺成，秦满忠，郭晓，刘旭宙，魏从信，地

震波三维 Ｑ值成像，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２，

１０１７—２０．

５９）单新建，ＩｎＳＡＲ技术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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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委员会防震减灾空间信息应用研究 ２０１２年学术研讨会，云南西双版纳，２０１２，

１１４—８．

６０）孟秀军，马超，屈春燕，徐小波，鹤壁矿区形变区及中心形变速率研究，

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防震减灾空间信息应用研究２０１２年学术研讨

会，云南西双版纳，２０１２，１１４—８．

６１）屈春燕，张国宏，２０１０年青海玉树地震同震－震后形变场特征及演化过程，

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防震减灾空间信息应用研究２０１２年学术研讨

会，云南西双版纳，２０１２，１１４—８．

６２）申星，宋小刚，单新建，基于 ＩｎＳＡＲ与 ＧＰＳ获取地震同震三维地表形变

场，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防震减灾空间信息应用研究２０１２年学术

研讨会，云南西双版纳，２０１２，１１４—８．

６３）徐小波，屈春燕，单新建，马超，张桂芳，孟秀军，基于 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

的断裂带地壳形变实验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防震减灾空间

信息应用研究２０１２年学术研讨会，云南西双版纳，２０１２，１１４—８．

６４）徐秀杰，闫丽莉，屈春燕，华北地区红外亮温背景场的建立及亮温偏移指

数 Ｋ值计算，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防震减灾空间信息应用研究

２０１２年学术研讨会，云南西双版纳，２０１２，１１４—８．

６５）闫丽莉，屈春燕，徐秀杰，卫星红外与微波亮温对比研究及在地震监测中

的初步应用，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防震减灾空间信息应用研究

２０１２年学术研讨会，云南西双版纳，２０１２，１１４—８．

４、获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

序号 类型 名　称 授权号 获准国别 完成人

１
发明

专利

小型切片式三维结构

重构系统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０２８９２７２ 国内

马少鹏，汪远银，

马沁巍，刘力强，

阳　巍

２
发明

专利

动态冲击加载试验台

及其试验系统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１０９４６５２ 国内

郭文婧，马少鹏，

马沁巍，罗　纪，
刘力强

３
软件

著作权

ＩｎＳＡＲＧＰＳ地 壳 形 变
信 息 综 合 处 理 软 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０３２３０７ 国内

单新建，屈春燕，

宋小刚，张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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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放与合作交流

１、实验室设立的开放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单位 起止时间

１
与微观层析成像相结合的岩石

破坏实验观测与定量分析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２Ｂ０１ 刘洁，西澳大利亚大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
卫星热红外地震异常信号提取

算法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２Ｂ０２

宋冬梅，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３
海量 ＧＰＳ观测数据并行处理策
略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２Ｂ０３ 肖根如，东华理工大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４
汶川地震断层破裂过程的数值

模拟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２Ｂ０４

朱守彪，中国地震局地

壳应力研究所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书书书

２、国 （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５日，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ＣＳＩＲＯ）张浠研究员访

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ｓｌｏｗｓｌｉｐｅｖｅｎ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ａｕｌｔｄｉｌａｔａｎｃｙ”的报告。

２）２０１２年 ４月 ７—１４日，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 Ｂｏｒｎｉａｋｏｖ

Ｓｅｒｇｅｙ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开展实验研究与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ｒ

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的报告。

３）２０１２年４月７—１４日，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 ＳｈｅｒｍａｎＳｅ

ｍｅｎ院士访问实验室，开展实验研究与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ｏｎ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ｚｏｎｅｓ”的报告。

４）２０１２年４月７—１６日，香港理工大学黄凯珠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与实验研究。

５）２０１２年４月７—１６日，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生尹鹏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与实验研究。

６）２０１２年４月７—１６日，香港理工大学梁国文助理技术主任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与实验研究。

７）２０１２年４月７—１６日，香港理工大学郑佩芬助理技术主任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与实验研究。

８）２０１２年４月９—２４日，以色列地调局释光实验室负责人 ＮａｏｍｉＰｏｒａｔ教授访

问实验室，开展古地震释光测年合作研究，并赴新疆喀什地区开展野外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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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７日，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海洋学院ＡｍｅｌｉａＳｈｅｖｅｎｅｌｌ助教访问

实验室，做了题为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ｃｅａｎｒｅｖｅａｌｓｉｔ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Ｐａｌｅｏ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ｍａ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的报告。

１０）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５月７日，美国休斯敦大学ＣｒａｉｇＧｌｅｎｎｉｅ助教访问实验室。

１１）２０１２年 ４月 ２７日—５月 ７日，美国地质调查局帕萨迪纳实验室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Ｈｕｄｎｕｔ研究员访问实验室，作了３个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① “Ｒａｐｉ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ｕｓｉｎｇ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ＧＰＳ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ｒ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② “Ｔｈｅ４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Ｃｕｃａｐａ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ｒｏｍｉｎｉｔｉａｌｇｌｉｍｐｓｅｔｏｓｙｎｏｐｔｉｃｏｖｅｒｖｉｅｗ”；③ “ＳｈａｋｅＯｕｔ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ａＭ７８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ａｕｌｔ”。

１２）２０１２年５月１日—６月 ２０日，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ＣａｒｍａｌａＧａｒｚｉｏｎｅ副教授

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δ１８Ｏａｎｄｃｌｕｍｐｅｄｉｓｏｔｏｐ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

ｂｅ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ａｌｅｏ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的报告，并赴云南开展野外工作。

１３）２０１２年５月１日—６月２０日，美国锡拉丘斯大学 ＧｒｅｇｏｒｙＨｏｋｅ助教访问实

验室，做了题为 “Ｒａｉｎ，Ｒｉｖｅｒｓ，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ａｎ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的报告，并赴云南开展

野外工作。

１４）２０１２年５月１日—６月 ２０日，美国锡拉丘斯大学博士生 ＧｒｅｇｏｒｙＫａｒｌＷｉｓ

ｓｉｎｋ访问实验室，并赴云南开展野外工作。

１５）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１日—６月 ２０日，美国锡拉丘斯大学博士生 Ｓｉｏｂｈａｎ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Ｗｈａｄｃｏａｔ访问实验室，并赴云南开展野外工作。

１６）２０１２年５月 １３—１９日，泰国国立玛希隆大学物理学系 ＷｅｅｒａｃｈａｉＳｉｒｉｐｕｎ

ｖａｒａｐｏｒｎ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商谈合作事宜，做了题为 “Ｔｈｒｅｅ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报告。

１７）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日，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康菲地质与地球物理学院博士生

廖宗湖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ｈｅａｒ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ｓ”的报告。

１８）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０日—６月 １０日，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地球物理系 Ｍａｒｔｙｎ

Ｕｎｓｗｏｒｔｈ教授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的报告，并赴云南、四川开展野外工作。

１９）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２日—６月２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ＭｉｃｈａｅｌＯｓｋｉｎ副教

授访问实验室，并赴四川省部分地区开展野外工作。

　◤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２年度报告　　

２０）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３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质与行星科学系博士生詹中文访

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ｌｙｓｔｅｅｐｄｉｐ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２０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２１）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３日—６月１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加速器质谱计碳十四

实验室 ＧｅｏｒｇｅＢｕｒｒ教授访问实验室，对实验设备进行评估，并开展学术交流与讨

论，做了２个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① “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１０Ｂｅ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ｇｅｄａｔｉｎｇ”；②

“Ｒａｄｉｏｃａｒｂｏｎ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２２）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３日—６月８日，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新构造研究中心主

任 ＳｔｅｖｅｎＧＷｅｓｎｏｕｓｋｙ教授访问实验室，做了３个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① “Ｔｈｅ

ＷａｌｋｅｒＬａｎｅａｎｄ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Ｒａｎｇｅ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ｔｙｌｅｓａｎｄ

Ｒａｔｅｓ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ａｕｌ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ｔｏ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ａｊ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Ｐｌａｔ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② “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ｉｎｇ，ｓｉｚｅ，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ｓ”；③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

ｔｕｒｅｓ：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并赴内蒙古河套地区开展野外工作。

２３）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 ＧｌａｄｋｏｖＡｎ

ｄｒｅ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做了２个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① “Ｆａｕｌ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Ｓｉｂｅ

ｒｉａ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ｓｐｅｃｔｓ”；② “ＳｔｒｏｎｇＴｙｖ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ｂｅｒｉａｏｃ

ｃｕｒｒｅｄｏｎ２７．ｘｉｉ．２０１１ａｎｄ２６．ｉｉ．２０１２：ａｓｈｏｒｔｒｅｖｉｅｗ”，并赴山西裂谷带考察。

２４）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 ＬｕｎｉｎａＯｋｓａ

ｎａ副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ｅａｓｔＳｉｂｅｒｉ

ａ：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的报告，并赴山西裂谷带考察。

２５）２０１２年６月４—８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主任Ｒｏｂｅｒｔ

Ｄ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商谈合作计划。

２６）２０１２年６月 １３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黄庭芳教授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

２７）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美国耶鲁大学 ＳｈｕｎＫａｒａｔｏ教授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ｈｅｒｅ”的报告。

２８）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２９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Ｂｕｒｂａｎ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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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访问实验室，并赴新疆开展野外工作。

２９）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７月１８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地壳研究所博

士生 ＡａｒｏｎＢｕｆｅ访问实验室，并赴新疆开展野外工作。

３０）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质与行星科学系博士后 ＲｏｍａｉｎＪｏ

ｌｉｖｅｔ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Ｅｐｉｓｏｄｉｃｃｒｅｅｐ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Ｇａｎｓｕ，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ＩｎＳＡＲ”的报告。

３１）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７月７日，法国约瑟夫－傅里叶大学 ＭｉｃｈｅｌＣａｍｐｉｌｌｏ教

授访问实验室，做了２个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①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ｐｅｅｄ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② “Ｓｏｍ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ｔ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并赴四川震区考察。

３２）２０１２年７月 ２日，英国阿尔斯特大学计算数学学院毕亚新博士访问实验

室，做了题为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的报告。

３３）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德国地学研究中心 （ＧＦＺ）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Ｊａｎｓｓｅｎ教授访问实

验室，做了题为 “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ｄｒｉｌｌｃｏ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ａｕｌ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ａｔＤｅｐｔｈ（ＳＡＦＯＤ）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

的报告。

３４）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德国地学研究中心 （ＧＦＺ）ＥｒｉｃＲｙｂａｃｋｉ教授访问实验

室，做了题为 “Ｎｅｗ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ｉｔｅｔｗｉ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ｉｅｚｏ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ａｕｌｔ”的报告。

３５）２０１２年７月８—１５日，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金庆烈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赴郯庐断裂带开展野外工作。

３６）２０１２年７月 ９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地质实验室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Ｓｃｈｕｂｎｅｌ

博士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ｕｓｉｎｇ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的报告。

３７）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５日—８月１０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ＥｒｉｃＣｏｗｇｉｌｌ副教

授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Ｓｅｃｕｌａ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ａｎｄ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ａｕｌｔｓ”的报告，并赴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昆仑山和

阿尔金山山前开展野外地震地质科学考察。

３８）２０１２年 ７月 １５日—８月 １０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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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ｕｅｒｒｅｒｏ访问实验室，并赴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山前开展

野外地震地质科学考察。

３９）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５日—８月１０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ＪＲａｍóｎ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

教授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ｉｍ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的报告，并赴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昆仑山和

阿尔金山山前开展野外地震地质科学考察。

４０）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５日—８月１０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生 ＢａｒｒｅｔｔＳａｌｉｓ

ｂｕｒｙ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ｔｏ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ｓｏｍ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ａｎＪａｃｉｎｔｏＦａｕｌｔ，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的报告，并赴新疆塔里木

盆地东南缘的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山前开展野外地震地质科学考察。

４１）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１日—８月３１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生 ＡｕｓｔｉｎＥｌ

ｌｉｏｔｔ访问实验室，并赴甘肃－青海交界处和敦煌市阿克塞部分地区开展野外工作，研

究该地区阿尔金断裂活动速率及古地震序列。

４２）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１日—８月３１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ＭｉｋｅＯｓｋｉｎ副教授

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ａｎｄ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ＬＩ

ＤＡＲｏｆｔｈｅＥＩＭａｙｏｒＣｕｃａｐａ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的报告，并赴甘肃－青海交界处和敦

煌市阿克塞部分地区开展野外工作，研究该地区阿尔金断裂活动速率及古地震序列。

４３）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４—２５日，日本建筑研究所 ＢｕｎｉｃｈｉｒｏＳｈｉｂａｚａｋｉ主任研究员访

问实验室，在主题为 “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的研讨会上做了２个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① “３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ｙｃｌｅｏｆａ

ｇｒｅａｔ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ｆｔｅｒｓｌｉ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②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ｉｓｌａｎｄａｒｃ”。

４４）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７日，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太平洋地球科学中心王克林教授访

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ｐｉｓｏｄｉｃＴｒｅｍｏｒａｎｄＳｌｏｗＳｌｉｐ（ＥＴＳ）”

的报告。

４５）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物理系刘沁雅助教访问实验室，做

了题为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ｒｏｍ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ｔｏａｄｊｏｉｎｔ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的报告。

４６）２０１２年９月４日，美国雪城大学地质系博士生 ＤａｖｉｄＧｏｍｂｏｓｉ访问实验室，

做了题为 “Ａ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ｄａｔ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ａ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ｂｅ”的

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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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０１２年９月７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质与行星科学系博士后韦生吉访问

实验室，做了题为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ｆｏｒｅｓｈｏｃｋ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ｓ：ｔｈｅＹｕｓｈ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２０１２ＭＷ ８６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的报告。

４８）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０日—１０月２日，台湾大学地质系陈嘉俞研究助理访问实验

室，并赴西藏那曲、格仁错、拉萨河沿途考察和采集地质样品。

４９）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０日—１０月２日，台湾大学地质系硕士生陈俊甫访问实验室，

并赴西藏那曲、格仁错、拉萨河沿途考察和采集地质样品。

５０）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０日—１０月２日，台湾大学地质系何宛芸研究助理访问实验

室，并赴西藏那曲、格仁错、拉萨河沿途考察和采集地质样品。

５１）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０日—１０月２日，台湾大学地质系硕士生王崇哲访问实验室，

并赴西藏那曲、格仁错、拉萨河沿途考察和采集地质样品。

５２）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０日—１０月２日，台湾大学地质系博士生钟令和访问实验室，

并赴西藏那曲、格仁错、拉萨河沿途考察和采集地质样品。

５３）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４—１９日，哥斯达黎加中美洲大学 ＡｌｌａｎＬｏｐｅｚ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地质与地震灾害领域的短期合作研究访问，做了题为 “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ｓｔｙｌｅ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ＳＷ 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Ｐｌａｔｅ”的报

告，并赴宁夏海原等地，现场考察活动地质构造和历史地震地表破裂遗迹。

５４）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８—９日，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院、ＢＳＳＡ杂志副主编 Ｙａｎｎ

Ｋｌｉｎｇｅｒ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与讨论，做了题为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ＤｅａｄＳｅａｆａｕｌ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ＧＰ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ｈａｔｃａｎｗｅ

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ａｓｉｍｐｌｅ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的报告。

５５）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 ２１日—１１月 １７日，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博士生 Ｃａｒｏｌｙｎ

ＪｅａｎｎｅＢｏｕｌｔｏｎ访问实验室，开展实验研究与交流，做了题为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ｐｉｎｅＦａｕｌｔ，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的报告。

５６）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５—３０日，法国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Ｂａｈａｉｎ教授

访问实验室，并赴云南开展野外工作。

５７）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５—３０日，法国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 ＰｉｅｒｒｅＶｏｉｎｃｈｅｔ副教授访

问实验室，并赴云南开展野外工作。

５８）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０—１７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ｍｅｓＳｐｉｅｒｓ教授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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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实验室，开设研究生课程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Ｒｏｃｋ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ｒｏｃｋ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ｓ”。

５９）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０日，台湾国立中央大学 ＣｈｕｎｇＰａｉＣｈａｎｇ教授访问实验室，

做了题为 “Ｆａｕｌ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ａｌ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的报告。

６０）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０日，台湾国立中央大学 ＪｉａＪｙｕｎＤｏｎｇ教授访问实验室，做

了题为 “Ｔｈｅ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ｆｒｏｍ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的报告。

６１）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３日，ＩＳＲＭ岩石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席夏开文教授访问

实验室，做了题为 “实验室地震及冲击荷载下岩石断裂参数测量”的报告。

６２）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７—１９日，日本国家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ＹａｓｕｔｏＫｕｗａｈａｒａ教

授访问实验室，讨论合作项目进展情况，做了题为 “Ｔｈｅ２０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ｙ”的报告。

６３）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１７—１９日，日本国家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技术人员 Ｒｅｉｋｅｎ

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访问实验室，讨论合作项目进展情况。

以色列地调局释光实验室负责人 ＮａｏｍｉＰｏｒａｔ教授 （右一）访问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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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 ＧｌａｄｋｏｖＡｎｄｒｅ研究员 （前排右一）

与 ＬｕｎｉｎａＯｋｓａｎａ副研究员 （前排右二）访问实验室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加速器质谱计碳十四实验室 ＧｅｏｒｇｅＢｕｒｒ教授访问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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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新构造研究中心主任

ＳｔｅｖｅｎＧＷｅｓｎｏｕｓｋｙ教授 （左二）在内蒙古开展野外工作

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地球物理系 ＭａｒｔｙｎＵｎｓｗｏｒｔｈ教授访问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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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太平洋地球科学中心王克林教授访问实验室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 ＳｈｅｒｍａｎＳｅｍｅｎ院士 （前排左二）

与 ＢｏｒｎｉａｋｏｖＳｅｒｇｅｙ研究员 （前排右二）访问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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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ＭｉｃｈａｅｌＯｓｋｉｎ副教授 （左三）在川西开展野外工作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ＣａｒｍａｌａＧａｒｚｉｏｎｅ副教授和

锡拉丘兹大学 ＧｒｅｇｏｒｙＨｏｋｅ助理教授在云南开展野外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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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筑研究所 ＢｕｎｉｃｈｉｒｏＳｈｉｂａｚａｋｉ博士访问实验室

台湾大学博士生钟令和、陈嘉俞助理、何宛芸助理赴西藏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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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中美洲大学 ＡｌｌａｎＬｏｐｅｚ教授在青藏高原东北缘开展野外工作

法国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Ｂａｈａｉｎ教授

和 ＰｉｅｒｒｅＶｏｉｎｃｈｅｔ副教授访问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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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实验室人员出国 （境）情况

１）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７日—２月２７日，张国宏副研究员赴法国尼斯大学地球科学系

工作访问，做了题为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ｕｄｄｅｎ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ａｌａｒｇｅａｓｐｅｒ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

ＭＷ 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ｒｏ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报告。

２）２０１２年２月１日，特聘外籍研究员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

学开展合作交流，做了题为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ｅｒｇｙｂｕｄｇｅｔ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

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ＢＥ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的报告。

３）２０１２年 ２月 １３—２２日，特聘外籍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美国德州

Ａ＆Ｍ大学开展合作交流，做了２个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① “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ｗｈａｔａｒ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和②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ｏｆｍｙｒｅｃ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ｆａｕｌ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ａｎｄｓｌｏｐｅ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４）２０１２年 ２月 ２８日—３月 １日，特聘外籍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日本

高知参加 “ＫＡＮＡＭ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ａｌｏｎｇ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做了题为 “Ｆｕｔｕｒｅｔａｓｋｓｉｎｆａｕｌ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２０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报告。

５）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２９日，刘静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欧洲地球科学联合

会会员大会 （ＥＧＵ）。

６）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２９日，张会平副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欧洲地球科学

联合会会员大会 （ＥＧＵ），做了题为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

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的报告。

７）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至今，张国宏副研究员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访问学习。期间

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２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

８）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２５日，特聘外籍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日本千叶参

加 “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做了题为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ｈｉｇｈ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的报告。

９）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２０日，陈九辉研究员赴日本参加 “龙门山北段及周边断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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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地震和地震危险性研究 （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ｔｉｔｓｂｒａｎｃｈｅｓ）”项目启动会，做了题为

“Ｄｅｅ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ｎｅａｒｂｙｒｅｇｉｏｎｆｒｏｍｄｅｎｓｅ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的报告。

１０）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２０日，马胜利研究员赴日本参加 “龙门山北段及周边断

裂古地震和地震危险性研究 （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ｔｉｔｓｂｒａｎｃｈｅｓ）”项目启动会，做了

题为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ａｎｇｌ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报告。

１１）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６日—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刘进峰副研究员赴丹麦Ｒｉｓ国家实

验室访问学习。

１２）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至今，博士生董绍鹏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访问学习。

１３）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２—２７日，屈春燕副研究员赴德国慕尼黑参加 “２０１２年国际

地球科学与遥感大会”。

１４）２０１２年７月 ２５—３１日，博士后蔡军涛赴澳大利亚达尔文参加 “２１ｓｔＥｌｅｃ

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１５）２０１２年７月 ２５—３１日，博士生董泽义赴澳大利亚达尔文参加 “２１ｓｔＥｌｅｃ

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１６）２０１２年７月 ２５—３１日，汤吉研究员赴澳大利亚达尔文参加 “２１ｓｔＥｌｅｃｔｒｏ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１７）２０１２年７月 ２５—３１日，赵国泽研究员赴澳大利亚达尔文参加 “２１ｓｔＥｌｅｃ

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１８）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２—１８日，陈顺云副研究员赴新加坡参加亚洲大洋洲地球科

学学会－西太平洋地球物理学会联合大会 （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１９）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２—１８日，扈小燕工程师赴新加坡参加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

学会－西太平洋地球物理学会联合大会 （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０）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２—１８日，博士生闫相相赴新加坡参加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

学会－西太平洋地球物理学会联合大会 （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做

了题为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ｏ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ｇａｉｎｔ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ｓ”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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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周永胜研究员赴美国耶鲁大学地质与地球物理系高温

高压岩石物理力学实验室访问，做了题为 “Ｃｒｅｅｐｏｆ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ｇａｂｂｒｏｕｎｄｅｒｄｒｙａｎｄ

ｗｅ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２２）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１９日，周永胜研究员赴美国哈佛大学参加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Ｎｅｅｄｓ”，

做了题为 “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ＣＥＡ”的报告。

２３）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１９日，特聘外籍研究员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美国哈佛大

学参加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Ｎｅｅｄｓ”，做了题为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ｙｃｌｅｓｎｅｅｄｓ

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的报告。

２４）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９—２４日，周永胜研究员赴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普若克特学院

参加 “Ｇｏｒｄ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Ｒｏｃｋ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做了题为 “Ｃｒｅｅｐ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ｍｏｌｔｅｎ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ｇａｂｂｒｏｕｎｄｅｒｄｒｙ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２５）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９—２４日，特聘外籍研究员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美国新罕布

什尔州普若克特学院参加 “Ｇｏｒｄ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ｅｄ

ｂａｃｋ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６）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９—３１日，张会平副研究员赴俄罗斯莫斯科参加欧洲地震学

会第３３届学术会议 （３３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和会后培训。

２７）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５日—９月１日，郭彦双助理研究员赴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

分院地壳研究所开展合作交流，做了题为 “构造变形的多物理场观测及山西带构造

模拟实验”的报告。

２８）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５日—９月１日，博士生卓燕群赴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

地壳研究所开展合作交流，做了题为 “山西带构造演化研究进展”的报告。

２９）２０１２年９月１日至今，孙建宝副研究员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

习。

３０）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至今，博士生赵盼盼赴法国格勒诺布尔一大访问学习。

３１）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１７—２１日，张培震研究员赴英国剑桥大学参加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ｒｏｎｔｉｅｒ”国际会议，做了题为 “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ｌｏｃｋ”的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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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３２）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１７—２１日，王伟涛助理研究员赴英国剑桥大学参加 “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ｒｏｎｔｉｅｒ”国际会议，做了题为 “Ｆａｕｌ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ｅ

Ｗｅｉｈｅｂａ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的报告。

３３）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０日—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宋小刚副研究员赴英国牛津大学

访问学习。

３４）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２日，博士生杨会丽赴以色列地质调查局释光

实验室学习释光测年技术。

３５）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９日—２０１３年５月 ９日，陈杰研究员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

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访问。

３６）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８—２３日，刘春茹副研究员赴日本参加第三届亚太释光和电

子自旋共振测年会议。

３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日至今，博士生董泽义赴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访问学习。

３８）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２—８日，陈杰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２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

３９）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郭彦双助理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

学会２０１２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

４０）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何昌荣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２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

４１）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２—８日，刘静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２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

４２）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２—８日，博士生路珍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２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

４３）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２—８日，马瑾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２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

４４）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王伟涛助理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

学会２０１２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

４５）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２—８日，博士生姚路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２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做了题

为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ｔｏ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ｆｒ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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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ＦＳＤ－１ｃｏｒｅｓａｎｄｏｕｔｃｒｏｐｓ”的报告。

４６）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硕士生俞晶星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２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

４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张国宏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２０１２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

４８）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特聘外籍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美国旧金山

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２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２），做了题为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２０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ｒｏｍ

ｆａｕｌ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的报告。

周永胜研究员 （左二）访问耶鲁大学地质与地球物理系

高温高压岩石物理力学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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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春燕研究员 （左二）参加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２０１２年国际地球科学与遥感大会

郭彦双助理研究员 （右一）和博士生卓燕群 （左一）

在贝加尔中部 Ｐｒｉｍｏｒｓｋｙ裂谷带开展野外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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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闫相相赴新加坡参加２０１２年

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西太平洋地球物理学会联合大会

马胜利研究员 （后排右三）、陈九辉研究员 （前排左一）

在日本静冈－系鱼川构造带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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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实验室开放活动

２０１２年实验室主要开放活动包括：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座谈交流地震

科普宣传合作问题，并接待他们参观实验室；配合依托单位开展的国家 “防灾减灾

日”科普宣传活动，实验室对外开放，接受社会公众参观访问；与北京第八十中学

共建 “希望之星”科普教育基地。

何昌荣研究员 （左一）为人大附中的教师们讲解实验室大型仪器

张培震研究员 （左一）与北京第八十中学田树林校长、

东湖街道办事处筹备处工委李辉书记为 “希望之星”科普教育基地揭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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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增仪器设备

１．多源大地电磁法阵列仪

　　ＡＤＵ－０７ｅ型多源大地电磁法阵列仪由德国 Ｍｅｔｒｏｎｉｘ公司生产。配备有 １０道电

磁场信号采集通道。标准的宽频带 ＭＴ和 ＡＭＴ配置包含 ５个低频数据采集通道以及

５个高频数据采集通道。系统能自动检测数据采集板的类型。通频带覆盖范围为

００００１Ｈｚ～２５０ｋＨｚ；使用２４位 Ａ／Ｄ转换技术；噪声很低；可以作为独立系统工作，

也可以多个 ＡＤＵ－０７ｅ通过局域网 ＬＡＮ或无线局域网 ＷＬＡＮ组成网络系统同步工

作；可以通过任意的网络浏览器访问和控制，无需其他软件。主要用于野外大地电

磁测深探测，获得地壳上地幔电性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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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大地电磁测深仪

ＭＴＵ－５Ａ卫星同步大地电磁采集单元具有轻便、低功耗、分布式流动多采集的

特点。５道，ＭＴ（１０ｋＨｚ－１／２００００Ｈｚ）３个磁道和 ２个电道，每道具有最大可达

９６０００Ｈｚ的２４位 Ａ／Ｄ转换器；内置 ２４位 ＤＳＰ高速数字滤波器；５１２Ｍ闪存。分布

式采集站可以组成数道、地理位置不受限制的一个庞大系统。所有采集单元均通过

ＧＰＳ卫星同步 （精度优于±１００ｎｓ）。可根据施工需要进行布设，点距可以从 １０米

（高分辨率）到上万米 （大面积普查）。系统可进行剖面 （二维）观测，也可网格

式 （三维）生产。主要用于野外大地电磁测深探测，获得地壳上地幔电性结构。

３．网络式大地电磁测深仪

ＭＴＵｎｅｔ卫星同步大地电磁网络采集单元具有轻便、多模式作业 （台站式和分

布式流动多采集）的特点。５道，ＭＴ（１０ｋＨｚ－１／１００００Ｈｚ）３个磁道和 ２个电道，

每道具有最大可达９６０００Ｈｚ的２４位 Ａ／Ｄ转换器；内置 ２４位 ＤＳＰ高速数字滤波器；

２Ｇ闪存＋８Ｇｂ的 ＵＳＢ移动存储。分布式采集站可以组成数道、地理位置不受限制的

一个观测系统。采集单元可通过 ＧＰＳ同步 （精度优于±１００ｎｓ）。可根据施工需要进

行布设，点距可以从１０米 （高分辨率）到上万米 （大面积普查）。系统可进行剖面

（二维）观测，也可网格式 （三维）观测，还可以进行台站式连续观测 （四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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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地壳上地幔电性结构探测和地震电磁监测等。

４．长周期大地电磁测深仪

乌克兰 ＬＣＩＳＲ研究所生产的 ＬＥＭＩ－４１７Ｍ长周期大地电磁测深仪由三部分组成：

主机、三分量磁通门磁力仪和配对电极。输入 ７通道 （三个磁分量＋四个电分量），

磁场测量范围为±６８０００ｎＴ，磁场分辨率 １０ｐＴ，长期零漂移＜±５ｎＴ／ｙｅａｒ，温度漂移

＜０２ｎＴ／℃。磁通门磁力仪和记录器配有温度传感器，能实时记录温度变化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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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通门磁力仪和特别配对的专用电极具有极高的稳定性、低漂移和高精度；设备体

积小、重量轻、功耗低 （＜０９Ｗ）；ＧＰＳ同步可使多台仪器进行同步阵列观测。

５．人工源电法仪

加拿大凤凰地球物理有限公司生产的 Ｖ８人工源电法仪由四大系统组成：发射

系统、采集 （接收）系统、定位系统、数据记录处理系统。具有２４位 Ａ／Ｄ转换器，

高动态范围；发射和接收采用 ＧＰＳ同步；具备时间域的常规电剖面、电测深、高密

度电法、瞬变电磁测量功能；具备频率域的 ＭＴ（大地电磁法）、ＡＭＴ（音频大地电

磁法）、ＣＳＡＭＴ（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ＳＩＰ（频谱激电）、ＴＤＩＰ（时间域激

电）、ＴＤＥＭ （瞬变电磁）电法勘探测量功能。主要用于野外人工源电磁探测，获得

３ｋｍ以上地下电性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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