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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水平与贡献

２０１３年，地震动力学实验室共承担省部级以上各类研究课题 ５８项，其中包括科

技支撑课题、国家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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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项，表现出较强的承担国家重要科研任务的能力；

２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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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项、参加 ３

项，在２０１３年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申请中获资助１３项，表明实验室具有较强的竞争科

研项目的能力。

２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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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３篇，

其中实验室为第 １标注单位的论文 ９９篇；发表论文中 ＳＣＩ收录 ８０篇 （国外刊物 ５２

篇），其中实验室为第 １标注单位的论文 ６０篇。依据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最

新 ＪＣＲ论文分区，实验室在地学领域 １区期刊发表论文 ６篇，Ｔｏｐ期刊发表论文 １６

篇，２区期刊发表论文３３篇。论文发表刊物包括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ｃ

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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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１项。此外，实验室人员在国际学术会议

宣读或展示论文 ４０篇，在国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５１篇。

实验室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影响，多人应邀在国内外重要学

术会议上做邀请或主题报告，多人应邀在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大学讲学。实验室发表

的 ６篇论文入选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 “领跑者 ５０００———中国精品科技期

刊顶尖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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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２０１３年，对实验室内部研究单元结构和人员进行了调整，建立了新构造与地貌

研究室，使得实验室研究单元增至 ５个。截止 ２０１３年底，在实验室工作的固定人员

为 ７１人，全职特聘人员 ３名，其中研究人员 ６１人，技术人员 １２人，专职管理人员 １

人。实验室人员在职称结构上以高级研究和技术人员为主，其中研究员 ２６人 （含特

聘研究员３人），副高级人员２０人；在学历结构上以高学历者为主，其中博士学位５５

人，硕士学位 １３人；在年龄结构上以中青年人员为主，其中 ４５岁以下人员 ５２人。

研究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３人，２人曾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４人先后入

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２０１３年，实验室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张培震研究员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刘静

研究员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２名青年科技人员获研究员任职资格，１名青年科

技人员获副研究员任职资格。实验室继续把选送青年人员到发达国家高校和科研机

构访问学习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２０１３年有２名研究员、１名青年科技骨干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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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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学者出

国访问学习，并通过双边合作选送 １名青年科技骨干出国学习。实验室通过公开招

聘方式新增了 ７名青年科研人员。青年科技人员承担国家项目、发表论文的比重持

续增加。

２０１３年实验室共有２６名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学位 （其中博士１３人、硕士１３人），

出站博士后 １人。截至 ２０１３年底，实验室在读研究生 ７８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 ４０

人，硕士研究生 ３８人），在站博士后 １０人。在依托单位进行的 ２０１２和 ２０１３年度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中，实验室共有 ４名博士生、１名硕士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奖，占

依托单位获得奖学金人数的 ２／３。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质量显著提高。

实验室培养的优秀人才：郑文俊，男，１９７２年生，博士，是本实验室培养的青年

科技骨干。近年来，实验室通过负责科研项目、送往美国访问工作等对其予以支持

和培养，使其科研能力显著增强，在青藏高原北部构造变形研究方面取得了创新性

的研究成果，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其中 ２０１３年在国际地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３

篇、在国内地学顶级刊物发表论文１篇，经中国地震局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审获研究员

任职资格。

三、开放与合作交流

１、实验室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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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项。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丹麦、瑞士、荷兰、德国等多个国家的科

技人员来实验室参加合作研究、开放课题、学术交流共 ５０余人次，其中 ３０余人次来

实验室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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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余人次。

实验室继续通过 “地震动力学论坛”推动学术交流，同时还积极组织专题学术

会议。２０１３年 ８月 ２１—２６日，实验室组织召开汶川地震科学研讨会，邀请来自国内

１０余个单位的 ９０多位科技人员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总结了汶川地震 ５年来取得的

进展，并对相关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２—２４日，实验室举办了

与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双边 “断层与地震动力学研讨会”，乌德勒支大学地球科学学

院 １０名科学家和博士生、实验室以及北京大学地空学院的 ３０多位科研人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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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参加了研讨。

实验室继续聘请著名学者作为实验室特聘或客座研究员，促进实质性合作交流。

２０１３年聘请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地球系统科学项目主任黄庭芳为特聘研究员。实验

室邀请客座研究员 Ｓｐｉｅｒｓ为青年科技人员和研究生开设了岩石变形机制方面的课程

和讲座，提高青年科技人员和研究生的研究和交流能力。

２、公众开放活动情况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对象为社会公众、地学领域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等，目的是宣传防震减灾知识和地震研究情况，为学生实践提供平台。

配合 ５月 １２日 “国家防灾减灾日”，实验室于 ２０１３年 ５月 ９—１０日面向社会开

放。在此期间，实验室分别接待 ２０多名社会公众参观访问和中国科学院大学 ３５名

师生参观学习。实验室人员向社会公众讲解了地震相关知识和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

研究任务、大型仪器的用途等。实验室负责人向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师生们详细介绍

了实验室的组成、研究方向以及近年来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科研人员通过现场操

作、多媒体演示等方式，介绍了仪器设备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１２月 ３日，中国科学院大学 ２０多名硕士生来实验室参观学习。新构造与年代学

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分别对各年代学测年原理、应用领域及各方法的最新应用前景进

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部分实验仪器的基本操作进行了演示。

开放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一是让社会公众近距离接触地震研究，二是激发了

部分学生从事地震研究的兴趣。

３、公共研究平台的作用及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与共享情况

实验室是中国地震研究领域重要的公用研究平台，通过各类研究课题、自主课

题和开放课题与地震系统、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１０多个单位开展了合作研

究，吸引了国内外一批科技人员来实验室开展研究。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全面对外

开放共享，为地震系统及其它部门数 １０家单位的科技人员提供了技术服务。大型设

备对外开放的力度继续加大，多数大型设备的共享率有所提高。

四、专项经费执行情况与效益分析

１、自主研究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１３年实验室共设立自主课题 １１项，其中围绕实验室 “南北地震带构造变形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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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震机理”研究计划设立了 ３个课题、自由探索 ２个课题、预研究 ２个课题、技术方

法研究 ４个课题。预算总经费为 ６２８万元，其中 ２０１３年投入经费 ４００万元。

２０１０年设立的 ５项研究课题均已完成预定任务，但其中 ２项因为样品测试结果

较晚申请延期至 ２０１４年，其它 ３项课题已提交验收材料。这 ３项课题均取得了重要

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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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先

后在青藏高原东北缘布设了 ２００多台宽频带地震仪，横跨六盘山断裂布设了 ４７台宽

频带流动地震仪，跨越了东昆仑断裂、西秦岭北缘断裂、海源断裂和六盘山断裂等主

要断裂，利用所获得的高质量地震观测数据给出了研究区地壳厚度和断裂深部延伸、

地震活动图像、地壳 Ｓ波速度结构图像等，为研究强震孕育环境及动力学提供了基

础。“基于 ＣＲ／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的南北地震带中北段地壳形变观测与研究”课题提取

了海原断裂带、六盘山断裂带和西秦岭北缘断裂带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间地壳形变场特

征，获得了海原、六盘山和西秦岭北缘断裂带近场地壳形变空间分布形态及其时间

变化过程，并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断层近场变形观测时序 ＩｎＳＡＲ方法和流程，为分析

评估断裂带活动性和地震危险性提供了新手段。 “从板块运动速度到地震速度的岩

石摩擦实验”课题完成了速率范围从几厘米／年～几米／秒的旋转剪切摩擦实验装置

的建设，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实验流程，并针对汶川地震断层带的同震滑动性质开展

了一系列实验，获得了新结果和新认识。

２、开放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１３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批准开放课题 ４项，持续支持课题 １项，

资助总额 ９２万元。２０１０年批准的 ７项课题和 ２００９年延期的 １项课题均完成了结题

报告。２０１１年批准的 ５项课题均已基本完成预定任务，进入课题总结阶段。２０１２年

批准的 ４项开放课题按计划实施。实验室资助的开放课题全年共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１５篇。

由南京大学朱文斌教授负责的 “应用裂变径迹方法揭示新疆库车前陆冲断带逆

冲剥落过程”课题完成情况优秀。课题对库车河剖面 １４个样品磷灰石径迹进行了

测试，表明研究区存在２５０Ｍａ、１６０Ｍａ、１００Ｍａ和２０Ｍａ四期构造隆升；对库车前陆盆

地开展了 （Ｕ－Ｔｈ） ／Ｈｅ和 ４Ｈｅ／３Ｈｅ研究，表明构造再次活动起始于 ～３０Ｍａ；
４Ｈｅ／３Ｈｅ模拟显示，晚新生代的剥蚀作用发生于盆地中的应力集中带，同时还估算了

盆地自北向南的剥露速率；围绕研究工作在国际刊物发表论文 ３篇。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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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室大事记

为了加强实验室构造地貌与活动构造和新构造研究，在依托单位的支持下，实

验室将原有的 “新构造与年代学实验室”一分为二，分别组建了 “新构造年代学实

验室”和 “新构造与地貌研究室”。依托单位和实验室全力扶持新构造与地貌研究

室的发展，２０１３年为其装备了 ４００多万元的陆基 Ｌｉｄａｒ系统，为实验室吸引和培养

地貌与活动构造研究方面的优秀人才、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 ２０１３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中，实验室主任张培震研究员当选中国科学院地

学部院士。

六、依托单位的支持

１、依托单位在人、财、物条件方面的保障和支持

　　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对实验室的运行和建设给予大力支持，体现在固定人员招

聘、大型设备购置、实验系统运行经费等方面给予了倾斜，并批准设立了实验室管理

办公室，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

２、依托单位给予的其他支持

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在地震行业专项立项、科研院所基本科研费专项立项、国

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给予了实验室大力支持。

七、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２０１３年 ３月 ２８日在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

究所召开了学术委员会，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实验室主任、副主任

及各研究单元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马瑾院士主持。会

议主要议程有：实验室 ２０１３年自主课题立项评审、实验室 ２０１４年工作计划评议。

由学术委员会委员、实验室及研究单元负责人组成的评审专家组对 ２０１３年实验

室自主课题申请进行了评审，逐项听取了申请人的立项申请报告并进行了质疑和讨

论，对每个项目均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最后经过讨论和无记名投票，确定了

１１项予以资助的自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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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简要汇报了实验室 ２０１４年工作重点以及根据通讯评

审意见决定资助的开放课题，委员们围绕年度工作计划以及实验室近期发展进行了

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实验室主任张培震院士代表实验室讲话，

感谢委员们对实验室的支持和关心，表示将充分吸收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切实提

高实验室的运行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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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实验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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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人员

１、实验室工作人员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１ 丁国瑜 男 １９３１．０９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

与活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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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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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女 １９６９．１０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７ 刘启元 男 １９４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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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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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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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刘力强 男 １９５６．０７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１１ 杨晓松 男 １９５９．０５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１２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岩石力学 博士

１３ 汤　吉 男 １９６３．０３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１４ 王　萍 女 １９６４．０３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１５ 甘卫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８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震地质 博士

１６ 王　敏 女 １９６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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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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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１９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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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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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陈九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３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２ 詹　艳 女 １９６９．１２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３ 郑德文 男 １９７１．１０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２４ 陈小斌 男 １９７２．０７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５ 郑文俊 男 １９７２．１１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６ 肖骑彬 男 １９７４．０７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７ 刘培洵 男 １９６３．０９ 副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学士

２８ 郝重涛 女 １９６５．１０ 副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９ 尹金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１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３０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高工 地球物理 其他

３１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３２ 陶　玮 女 １９７１．１１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３ 蒋汉朝 男 １９７３．０３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３４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副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５ 孙建宝 男 １９７５．０７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６ 王凯英 女 １９７６．０１ 副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３７ 陈顺云 男 １９７６．０３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８ 刘进峰 男 １９７７．０８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３９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学信息工程 博士

４０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构造地质 博士

４１ 宋小刚 男 １９７９．０６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摄影测量

与遥感
博士

４２ 王伟涛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 博士

４３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０８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球化学 博士

４４ 任治坤 男 １９８０．０９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 博士

４５ 马　严 女 １９８２．０２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物理化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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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刘彩彩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古地磁 博士

４７ 李建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３ 工程师 第四纪地质 其他

４８ 王继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３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遥感地质 学士

４９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工程师 电子技术 其他

５０ 王立凤 女 １９７３．０３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硕士

５１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５２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工程力学 博士

５３ 刘云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９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５４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工程师 地球物理 硕士 实验室秘书

５５ 李　昱 女 １９８１．０２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５６ 张克亮 男 １９８１．０３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动力学 博士 ２０１３７来室

５７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０５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８ 姚文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工程师
机械工程

及自动化
学士

５９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助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学 硕士

６０ 韩　非 男 １９８１．１１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６１ 汲云涛 男 １９８２．０３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０１３７来室

６２ 尹昕忠 男 １９８３．０５ 工程师 固体地球物理学 硕士

６３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０９ 助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学 硕士

６４ 李　磊 男 １９８４．０２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固体地球

物理学
硕士

６５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工程师 植物学 硕士

６６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４．０４ 工程师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３７来室

６７ 武　颖 女 １９８５．０１ 工程师
仪器科学

与技术
硕士

６８ 李　涛 男 １９８５．０９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６９ 张　雷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助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３７来室

７０ 姚　路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０１３７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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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助工 构造地质学 硕士 ２０１３７来室

７２ 齐文博 男 １９８５．０９ 助工 机械工程 硕士

７３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助工 地球化学 硕士

７４ 杨　雪 女 １９８６．０３ 助工 地球化学 硕士 ２０１３７来室

２、新当选院士

张培震，男，１９５５年 １２月 ２３日生，中国科学院院

士。现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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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９７３项

目的首席科学家。１９８２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和中

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硕士学位；１９８７年在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 （ＭＩＴ）行星与地球科学系获地球物理学博士学

位；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新构造研究中心从

事博士后研究；１９９１年至今，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

研究员、研究员；２０１３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长期从事地震动力学和新生代构造地质研究，主要通过构造变形研究大陆动力

过程和强震活动习性。通过对十年尺度 ＧＰＳ资料的分析，揭示了青藏高原内部拉张

剪切、周边挤压缩短的现今应变状态，提出了中国大陆刚性地块运动与非刚性连续

变形相耦合的动力学模型。通过对百万年尺度新生代构造的研究，获得了青藏高原

周边低速率、分散式变形的实际证据，发现了晚新生代准同期、分布广泛、影响深远

的构造事件，提出了全球气候冰期－间冰期大幅度波动是导致２－４百万年沉积速率增

加的新观点。通过野外科学考察和室内深入研究，提出了汶川地震长复发周期与缓

震间变形的孕育特征、高角度铲形逆冲的破裂模型和多单元组合的成因模式等一系

列新认识。他先后发表论文 １２２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５１篇，被 ＳＣＩ他引 ２２１９次。他分

别以第一、通讯、第三和第一作者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和 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上发表 ４篇

论文，其中以第一作者在 Ｎａｔｕｒｅ发表的 Ａｒｔｉｃｌｅ被列为该期的 “亮点”论文。

　　近年来承担的重要科研项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中国科学院先导性专项课题 “青藏高原东北缘新生代陆内变形

与远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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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祁连山晚新生代构造变形及其地

貌演化”；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 （９７３）“活动地块边界带动力过程

与强震预测”；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青藏高原东北缘晚新生代构造变

形及形成过程”；

　　获奖及荣誉：

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和 ２００６年 ３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９９８年获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并入选全国 “百千万人才工程”第

一层次人选

２００５年获 “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２００６年获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２００７年获 “国家重大基础研究 ９７３项目先进个人奖”

２０１０年获得 “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行突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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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３．０４ 海洋地质 单新建

２ 博士后 王　薇 女 １９７７．０１ 地质学 单新建

３ 博士后 蔡军涛 男 １９７７．１１ 地质学
徐锡伟

汤　吉

４ 博士后 肖　萍 女 １９７８．０２ 矿产普查与勘探 刘　静

５ 博士后 赵扬锋 男 １９７９．０３ 工程力学 刘力强

６ 博士后 覃金堂 男 １９８２．０２ 地质学 陈　杰

７ 博士后
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
Ｔｏｇｏ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地球与行星系统科学 马胜利

８ 博士后 沙　茜 女 １９８３．０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９ 博士后 李彦宝 男 １９８１．１２ 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０ 博士后 梁莲姬 女 １９８９．０５ 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１ 博士生 黄　蓓 女 １９７８．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２ 博士生 李　鹏 女 １９７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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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博士生 郭利民 男 １９７３．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１４ 博士生 陈　涛 男 １９７９．０６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５ 博士生 梁诗明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６ 博士生 葛伟鹏 男 １９８１．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１７ 博士生 刘远征 男 １９７８．０８ 构造物理学 马　瑾

１８ 博士生 路　珍 女 １９８７．０９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１９ 博士生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２０ 博士生 任雅琼 女 １９８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２１ 博士生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实验室在职

２２ 博士生 董绍鹏 男 １９８３．０８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２３ 博士生 段庆宝 男 １９８６．０３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２４ 博士生 雷启云 男 １９８１．０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２５ 博士生 刘冠中 男 １９８０．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２６ 博士生 刘绍卓 男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２７ 博士生 卓燕群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２８ 博士生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实验室在职

２９ 博士生 余中元 男 １９８２．０６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３０ 博士生 赵盼盼 男 １９８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３１ 博士生 包林海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３２ 博士生 孙　珂 男 １９８１．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３３ 博士生 庾　露 男 １９８４．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４ 博士生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实验室在职

３５ 博士生 程远志 男 １９８６．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３６ 博士生 丁晓光 男 １９８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７ 博士生 邵延秀 男 １９８４．１１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３８ 博士生 吴传勇 男 １９７８．０５ 第四纪地质学 张培震

３９ 博士生 徐小波 男 １９８８．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４０ 博士生 刘浪涛 男 １９８２．０９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４１ 博士生 董泽义 男 １９８４．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４２ 博士生 李世念 男 １９８８．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４３ 博士生 陈进宇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４４ 博士生 宋春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４５ 博士生 邓　琰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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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博士生 温少妍 女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４７ 博士生 钟　宁 男 １９８６．０３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４８ 博士生 袁兆德 男 １９８６．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４９ 博士生 苏利娜 女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５０ 博士生 俞晶星 男 １９８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５１ 硕士生 王一舟 男 １９８９．０９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５２ 硕士生 王　羽 女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５３ 硕士生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５４ 硕士生 乔　亮 男 １９８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５５ 硕士生 张豫宏 男 １９８９．１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５６ 硕士生 赵凌强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５７ 硕士生 江　敏 男 １９８９．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５８ 硕士生 姜　峰 男 １９８９．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５９ 硕士生 李翠平 女 １９８９．１０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６０ 硕士生 李艳豪 女 １９８８．０７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６１ 硕士生 李又娟 女 １９８８．０３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６２ 硕士生 李　贞 女 １９８９．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郭　飚

６３ 硕士生 司洁戈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６４ 硕士生 唐茂云 男 １９９０．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６５ 硕士生 王洪栋 男 １９８８．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　敏

６６ 硕士生 王家庆 男 １９９０．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６７ 硕士生 姚胜楠 女 １９８９．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６８ 硕士生 张慧婷 女 １９９０．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６９ 硕士生 张　永 男 １９８８．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陶　玮

７０ 硕士生 郑　茜 女 １９８９．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７１ 硕士生 张　宁 男 １９８７．０７ 构造地质学 郑文俊

７２ 硕士生 韩明明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７３ 硕士生 李建凯 男 １９８９．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７４ 硕士生 罗　明 男 １９８９．０９ 第四纪地质学 陈　杰

７５ 硕士生 左荣虎 男 １９８９．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７６ 硕士生 李占飞 男 １９８９．１２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７７ 硕士生 郭春玲 女 １９９０．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７８ 硕士生 杨　皓 男 １９９０．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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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硕士生 陈一方 男 １９９１．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８０ 硕士生 邵贵航 男 １９９１．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彬

８１ 硕士生 徐秀杰 女 １９８８．０７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单新建 联合培养

８２ 硕士生 孟秀军 女 １９８６０５ 测绘科学与技术 屈春燕 联合培养

８３ 硕士生 宋为娟 女 １９８５．０３ 地理学 刘春茹 联合培养

８４ 硕士生 王　躲 男 １９８７．１２ 第四纪地质学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８５ 硕士生 钱　达 男 １９９１．０１ 地质工程 王　萍 联合培养

８６ 硕士生 闫首良 男 １９９３．１２ 地质工程 任治坤 联合培养

８７ 硕士生 李彦川 男 １９８９．１０ 测绘科学与技术 屈春燕 联合培养

８８ 硕士生 刘岸明 男 １９９１．０２ 测绘工程 宋小刚 联合培养

书书书

　注：带  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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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克亮 男 １９８１．０６ 构造物理学 马　瑾

２ 博士生 陈正位 男 １９７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３ 博士生 汲云涛 男 １９８２．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４ 博士生 周德敏 男 １９７７．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５ 博士生 代树红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６ 博士生 李文巧 男 １９７８．０４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７ 博士生 刘　贵 女 １９８２．０７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８ 博士生 杨　静 女 １９８４．０１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９ 博士生 姚　路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１０ 博士生 郭玲莉 女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１１ 博士生 张　雷 男 １９８５．１０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１２ 博士生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０４ 地球化学 陈　杰

１３ 博士生 闫相相 男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１４ 博士生 盛传贞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５ 硕士生 邓文泽 男 １９８９．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１６ 硕士生 李　冉 女 １９８７．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１７ 硕士生 叶　涛 男 １９８９．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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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硕士生 任凤文 女 １９８７．０２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１９ 硕士生 张诗笛 女 １９８７．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２０ 硕士生 杨晓东 男 １９８８．０３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２１ 硕士生 俞晶星 男 １９８７．１２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２２ 硕士生 杨　雪 女 １９８６．０３ 地球化学 尹金辉

２３ 硕士生 李　瑜 男 １９８８．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　敏

２４ 硕士生 张　蕾 女 １９８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进峰 联合培养

２５ 硕士生 尹　行 男 １９８８．０８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联合培养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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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硕士生 钟　宁 男 １９８６．０３ 地理学 蒋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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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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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４．０２
教　授
（院士）

副主任 地球动力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３ 周力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８ 教　授 副主任
第四纪地质

及年代学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系

４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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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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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０．０６ 研究员 委员 地震地质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７ 陈　 男 １９４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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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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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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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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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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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１．０９ 教　授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与岩石流变学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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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沈正康 男 １９５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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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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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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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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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２
高分遥感地震监测

与应急应用示范系

统 （一期）

３１－Ｙ３０Ｂ０９－
９００１－１３／１５ 申旭辉 单新建，张桂芳，

刘云华，徐小波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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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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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同位素地球化学 ４１０２５０１０ 王　非 周永胜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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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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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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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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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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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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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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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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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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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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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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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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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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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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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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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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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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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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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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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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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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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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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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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宇宙成因核素

２１Ｎｅ
测年方法实验流程的

建立及其可靠性验证

４１２０２１３２ 马　严
武　颖，袁兆德，
李大明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８
首都圈及邻区极低

频天然电磁场时空

分布特征研究

４１２０４０５６ 王立凤

汤　吉，李细顺，
范　晔，赵凌强，
李　冉，叶　涛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９
基于大量历史ＳＡＲ存
档数据的ＩｎＳＡＲ轨道、
大气误差研究与改正

４１２０４０２７ 宋小刚
张桂芳，刘云华，

申　星，庾　露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０
六盘山地区新生代

沉积物源示踪及其

构造意义

４１２０２１４８ 王伟涛 刘彩彩，杨　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１
构造地质学———活

动构造与构造地貌
４１２２５０１０ 刘　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２

青藏高原东北缘大

夏河流域瞬时地貌

发育特征及其控制

因素研究

４１２７２１９６ 张会平

郑勇刚，陈正位，

杨会丽，袁兆德，

毛凤英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３

帕米尔构造结公格

尔山基岩区第四纪

构造变形与剥蚀过

程的定量研究

４１２７２１９５ 陈　杰

李文巧，杨会丽，

袁兆德，杨晓东，

刘浪涛，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Ｈｅｒｍａｎ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４

祁连山南缘－柴达
木盆地北缘新生代

构造活动与剥露特

征的热年代学研究

４１２７２２１５ 郑德文

武　颖，庞建章，
杨　静，俞晶星，
王一舟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５
龙门山断裂带精细

速度结构成像研究
４１２７４０６０ 陈九辉

李　昱，赵盼盼，
邓文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６
祁连山西段及邻区

电性结构及构造意

义

４１２７４０８０ 肖骑彬

王继军，虢顺民，

蔡军涛，董泽义，

李　冉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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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富含黑云母断层岩碎

屑在热水条件下的摩

擦滑动性质和弱断层

的矿物根源研究

４１２７４１８６ 何昌荣
姚文明，陆　珍，
任凤文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８
地震弱初始震相及

其影响因素的实验

研究

４１２７４１８７ 刘培洵

扈小燕，汲云涛，

刘力强，郭玲莉，

张诗笛，李世念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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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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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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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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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编制活动断层探察

相关标准的研究
２０１３０８００１ 于贵华 尹金辉，郑勇刚，

杨　雪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４４

喜马 拉 雅 计 划 之

一———中国地震科

学台阵探测－南北
地震带北段－地震
台站及大地电磁探

测研究

２０１３０８０１１ 丁志峰

陈九辉，郭　飚，
李顺成，李　昱，
尹昕忠，赵国泽，

汤　吉，王继军，
王立凤，肖骑彬，

詹　艳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４５
古地震探槽选点与

事件判别的综合对

比研究

２０１３０８０１２ 刘　静

王　萍，尹金辉，
郑德文，张会平，

徐红艳，郑文俊，

任治坤，王伟涛，

庞建章，刘进峰，

王　鹏，董绍鹏，
陈　涛，邵延秀，
王　伟，俞晶星，
王一舟，毛凤英，

杨　静，张竹琪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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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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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喜玛拉雅造山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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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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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省部级

项目

４９
芦 山 “４２０” ７０
级强烈地震科学考

察

ＪＨ－１３－５８
詹　艳

冉永康

徐锡伟

王立凤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省部级

项目

５０
日喀则市及邻近地

区卫星遥感数据探

测与解译

ＤＺＳ２０１３０６ＫＹ４５ 尼　玛 单新建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省部级

项目

５１
天津卫星遥感数据

探测与解译
ＤＺＳ２０１２１１ＫＹ２ 陈宇坤 单新建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省部级

项目

５２
我国地震重点监视

防御区活动断层地

震危险性评价

１５２１０４４０２５ 徐锡伟

陈　杰，李　涛，
刘浪涛，杨会丽，

覃金堂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省部级

项目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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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快速剥蚀基岩区释光

低温热年代学初探
２０１３Ｍ５４０９９７ 覃金堂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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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
青藏高原东北缘低

温热年代学研究
ＸＤＢ０３０２０３ 王　非 郑德文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中国科学

院战略性

先导科技

专项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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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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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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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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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研究院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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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研究院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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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研究院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４
合肥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

险性评价项目－标准钻孔探测与
晚第四纪地层剖面建立

无 尹功明
安徽省地震局

工程研究院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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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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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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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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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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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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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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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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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南北地震构造带和西秦岭交汇区三维深部结构

及强震孕震环境
詹　艳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９
基于长条带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ＩｎＳＡＲ及 ＧＰＳ观测的鄂尔
多斯块体西缘构造带缓慢变形特征及数值模拟

研究

单新建

甘卫军

屈春燕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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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快速湖相沉积对历史地震的响应研究－以岷江上
游地区和银川盆地为例

蒋汉朝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１１
以 ＧＰＳ、ＩｎＳＡＲ数据为约束的龙门山断裂带系统
力学模拟

陶　玮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１２ 基性麻粒岩流变实验 周永胜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１３
青藏高原地壳上地幔多尺度速度和密度联合成

像研究
郭　飚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１４
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入口段河湖相地层的年代学

研究
王　萍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１５ 植硅体
１４Ｃ测年可靠性研究 尹金辉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１６
中国西北干旱区岩石暴露年龄的释光测年方法

探索
刘进峰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１７ 多引线高温高压三轴实验系统的总装与测试 刘力强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１８
ＧＰＳ高频振动实验台的研制及强地面运动 ＧＰＳ
高频观测的算法改进

甘卫军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四、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１、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１）白优良，蒋汉朝，陈剑杰，袁革新，郑杨琳，徐红艳，王华伟，２０１３，新疆孔

雀河北缘中更新世湖相沉积物的孢粉植物群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３３（５）：８５６—

８６５．

２）陈光齐，武艳强，江在森，刘晓霞，赵静，２０１３，ＧＰＳ资料反映的日本东北

ＭＷ９０地震的孕震特征，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３）：８４８—８５６．

３）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ＤｕａｎＱｉｎｇｂａ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ｐｉｅｒｓＣｈｒｉｓ

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ｍｅｓ，２０１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ｅａｋｅ

ｎｉｎｇ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８（８）：４１４５—４１６９．

４）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ｐｉｅｒ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ｍｅｓ，２０１３，Ｍａｓ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ａｎｄ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ｒ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ｉｃｈ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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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ｉ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８（２）：４７４—４９６．

５）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２０１３，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６０３：２３７—２５６．

６）陈顺云，刘培洵，刘力强，马瑾，２０１３，芦山地震前康定地温变化现象，地震

地质，３５（３）：６３４—６４０．

７）陈顺云，马瑾，刘培洵，刘力强，扈小燕，２０１３，利用 Ｔｅｒｒａ和 Ａｑｕａ卫星地表

温度探索汶川地震同震热响应，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１１）：３７８８—３７９９．

８）陈为涛，甘卫军，万永革，肖根如，孟令超，２０１３，青藏高原东北缘 ４个强震

重点监视区库仑破裂应力的近百年变化和危险性分析，吉林大学学报 （地球科学

版），４３（２）：４９４—５０５．

９）陈正位，张会平，杨攀新，２０１３，中更新世以来北天山的向北扩展，地球物理

学报，５６（１２）：４１４２—４１５２．

１０）代树红，马胜利，潘一山，２０１３，数字图像相关法测定岩石Ⅰ－Ⅱ复合型裂

纹应力强度因子，岩土工程学报，３５（７）：１３６２—１３６８．

１１）窦爱霞，丁香，王龙，王晓青，单新建，张景发，马海建，２０１３，高分光学遥

感地震应急应用原型系统，地震，３３（２）：１２—１８．

１２）范晔，汤吉，赵国泽，王立凤，吴江星，李细顺，黄天保，刘广宽，２０１３，电

磁监测台站观测的舒曼谐振背景变化，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７）：２３６９—２３７７．

１３）ＧａｒｔｈｗａｉｔｅＭａｔｔｈｅｗＣ．，ＷａｎｇＨｕａ，ＷｒｉｇｈｔＴｉｍＪ．，２０１３，Ｂｒｏａｄｓｃａｌ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

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ｕｓｉｎｇＩｎＳ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８（９）：５０７１—５０８３．

１４）高见，张元生，郭飚，刘旭宙，２０１３，甘东南流动台阵微震监测结果，地震

工程学报，３５（１）：１７７—１８２．

１５）葛伟鹏，王敏，沈正康，袁道阳，郑文俊，２０１３，柴达木－祁连山地块内部震

间上地壳块体运动特征与变形模式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９）：２９９４—３０１０．

１６）郭高轩，蒋汉朝，蔡向民，刘久荣，徐红艳，２０１３，北京新 ５孔第四纪孢粉

记录及其对更新世气候变化的响应，第四纪研究，３３（６）：１１６０—１１７０．

１７）郭良田，王萍，张珂，盛强，赵华，王成敏，２０１３，珠江三角洲晚第四纪沉积

的 ＯＳＬ和 １４Ｃ年龄探讨，中国地质，４０（６）：１８４２—１８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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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郭晓虎，魏东平，张克亮，２０１３，ＧＰＳ约束下川滇地区主要断裂现今活动速

率的估算方法，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３０（１）：７４—８２．

１９）郭颖星，王多君，李丹阳，周永胜，于英杰，２０１３，西藏南部蛇绿岩套电导

率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１０）：３４３４—３４４４．

２０）韩非，尹功明，刘春茹，２０１３，辐射效率对 ＥＳＲ－铀系化石测年结果影响，

核技术，３６（１１）：１１０２０５－１—５．

２１）ＨａｎＦｅｉ，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２０１３，Ｔｈｅ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ｄａｔｉｎｇ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ｆｏｓｓｉｌｓｂ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ＥＳＲ／Ｕ－ｓｅｒｉ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

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８７（Ｚ１）：８５９—８６０．

２２）ＨａｎＬ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２０１３，Ｗａｔｅ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ｌｓｉｃｒｏｃｋ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５（２）：２０３—２１６．

２３）韩亮，周永胜，姚文明，２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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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１）：９１—１０５．

２４）韩竹军，任治坤，王虎，王明明，２０１３，芦山县龙门乡芦山 “４·２０”７０级

强烈地震地表破裂迹象与讨论，地震地质，３５（２）：３８８—３９７．

２５）洪顺英，单新建，刘智荣，申旭辉，戴娅琼，荆凤，２０１３，新疆于田 ＭＷ７２

地震 ３Ｄ同震形变场解算与分析，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３（１）：６—１２．

２６）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ＬｕｏＬｉ，ＨａｏＱｕａｎｍｉ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ｅａｋ

ｅｎ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ａｎｄ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ｇｏｕｇｅｓ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ｍａｌｌ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

ｑｕａｒｔｚｕｎ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１１８：３４０８—

３４３０．

２７）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２０１３，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ｐｏｒｏｕｓ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ｓ．６７１－６７４：１８３０—１８３４．

２８）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ＧｕｏＧａｏｘｕａｎ，Ｃａｉ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ＭａＸｉａｏｌｉｎ，２０１３，

Ａｐｏｌｌ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８（７）：７２０—７２８．

２９）ＪｏｌｉｖｅｔＲ．，ＬａｓｓｅｒｒｅＣ．，ＤｏｉｎＭ．－Ｐ．，ＰｅｌｔｚｅｒＧ．，ＡｖｏｕａｃＪ．－Ｐ．，ＳｕｎＪ．，ＤａｉｌｕＲ．，

２０１３，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ａｕｌ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Ｖｏｌｓ．３７７－３７８：

２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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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Ｗｅｎｋａｎｇ，ＰａｎｇＣｈｕｎｍｅｉ，ＺｅｎｇＪｉｅ，ＪｉａｎｇＢｉｎｇ，

２０１３，Ａ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ｉｎ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

Ｚｉｇｏｎｇ，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８（８）：

４２９６—４３１１．

３１）雷兴霖，马胜利，苏金蓉，王小龙，２０１３，汶川地震后中下地壳及上地幔的

粘弹性效应引起的应力变化与芦山地震的发生机制，地震地质，３５（２）：４１１—４２２．

３２）李传友，徐锡伟，甘卫军，闻学泽，郑文俊，魏占玉，许冲，谭锡斌，陈桂

华，梁明剑，李新南，２０１３，四川芦山 ＭＳ７０地震发震构造分析，地震地质，３５（３）：

６７１—６８３．

３３）李普春，刘力强，郭玲莉，刘培洵，２０１３，粘滑过程中的多点错动，地震地

质，３５（１）：１２５—１３７．

３４）ＬｉＴ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ｅ，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ｅｓｓｉｃａＡ．，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２０１３，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ｏｌｄ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Ｍｕｓｈｉ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８（８）：４６２８—４６４７．

３５）李涛，陈杰，肖伟鹏，２０１３，帕米尔－天山对冲带明尧勒背斜西南倾伏端晚

第四纪褶皱变形，地震地质，３５（２）：２３４—２４６．

３６）李瑜，王勇红，张博，王敏，２０１３，ＴｒｉｍｂｌｅＧＮＳＳ数据后处理引擎 （ＰＰＥ）

在 ＧＰＳ中－短基线定位中的应用分析，测绘通报，２０１３（２）：１１—１４．

３７）李智敏，李文巧，田勤俭，刘襄军，胡玉，２０１３，青藏高原东北缘热水－日月

山断裂带热水段古地震初步研究，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８（４）：１７６６—１７７１．

３８）梁芳，孙建宝，沈正康，徐锡伟，２０１３，Ｌ波段 ＩｎＳＡＲ数据观测的北京及其

周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间累计地壳形变基本特征，地震，３３（４）：４３—５４．

３９）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ＳｈｅｎｇＣｈｕａｎｚｈｅｎ，ＸｉａｏＧｅｎｒｕ，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

ＣｈｅｎＷｅｉｔａｏ，Ｄｉｎｇ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Ｄｅｍｉｎ，２０１３，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８（１０）：５７２２—５７３２．

４０）刘春茹，ＧｒüｎＲａｉｎｅｒ，尹功明，２０１３，石英 ＥＳＲ测年信号衰退特征研究进

展，地球科学进展，２８（１）：２４—３０．

４１）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ＦａｎｇＦａｎｇ，ＶｏｉｎｃｈｅｔＰｉｅｒｒｅ，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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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Ｆｅｉ，Ｌｉ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ＳｏｎｇＷｅｉｊｕａｎ，ＷａｎｇＤｕｏ，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２０１３，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ＤｏｎｇｇｕｔｕｏｐａｌａｅｏｌｉｔｈｉｃｓｉｔｅｉｎｔｈｅＮｉｈｅｗａｎ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

ｔｒｉａ，４０（４）：３４８—３５４．

４２）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ＣｏｉｎｃｈｅｔＰｉｅｒｒｅ，

ＨａｎＦｅｉ，ＷａｎｇＤｕｏ，ＳｏｎｇＷｅｉｊｕａｎａｎｄ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２０１３，ＥＳＲ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

ｔｈｅＭｉｎ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ｔｅｒｒａｃｅａｔ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Ｇｅｏ

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ａ，４０（４）：３６０—３６７．

４３）刘冠中，马瑾，张鸿旭，王建军，杨永林，王兰，２０１３，二十年来蠕变和短基

线观测反映的鲜水河断裂带活动特征，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３）：８７８—８９１．

４４）刘贵，周永胜，姚文明，刘俊来，何昌荣，张媛媛，２０１３，组构对花岗片麻岩

高温流变影响的实验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７）：２３３２—２３４７．

４５）ＬｉｕＪｉａｎｈｕｉ，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ｅａｓ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Ｏ．，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ＷａｎＪｉｎｇｌｉｎ，

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２０１３，Ｅｏｃｅｎｅｏｎｓｅｔａｎｄｌａｔ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ｎｏ

ｚｏｉｃ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Ｑｉｎｌ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Ｗｅｉｈｅｇｒａｂｅ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ａｐａ

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５８４：２８１—２９６．

４６）刘静，陈涛，张培震，张会平，郑文俊，任治坤，梁诗明，盛传贞，甘卫军，

２０１３，机载激光雷达扫描揭示海原断裂带微地貌的精细结构，科学通报，５８（１）：

４１—４５．

４７）刘峡，马瑾，占伟，张风霜，梁福逊，傅容珊，２０１３，汶川地震前后山西断陷

带的地壳运动，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３（３）：５—１０．

４８）刘云华，单新建，屈春燕，宋小刚，张桂芳，２０１３，亚像素相位相关法在获

取汶川地震近场形变中的应用，地震地质，３５（１）：１３８—１５０．

４９）刘云华，单新建，庾露，２０１３，基于广义高斯模型的 ＳＡＲ幅度图像震害检

测，地震，３３（２）：２９—３６．

５０）刘照星，周永胜，刘贵，何昌荣，钟柯，姚文明，韩亮，党嘉祥，２０１３，３ＧＰａ

熔融盐固体介质三轴高温压力容器的轴压摩擦力标定，高压物理学报，２７（１）：１９—

２８．

５１）罗旭巍，孙建宝，沈正康，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Ｙｏ，２０１３，基于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观测

反演 ２０１０年新西兰南岛 ＭＷ７１Ｄａｒｆｉｅｌｄ地震同震破裂分布，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８）：

２６１３—２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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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马瑾，刘培洵，刘远征，２０１３，地震活动时空演化中看到的龙门山断裂带地

震孕育的几个现象，地震地质，３５（３）：４６１—４７１．

５３）缪淼，朱守彪，２０１３，２０１２年北苏门答腊西海域 ＭＷ８．６地震的孕震机理及

其对地震活动性的影响，地震工程学报，３５（２）：２７８—２８８．

５４）缪淼，朱守彪，２０１３，２０１３年芦山 ＭＳ７．０地震产生的静态库仑应力变化及

其对余震空间分布的影响，地震学报，３５（５）：６１９—６３１．

５５）ＯｏｈａｓｈｉＫｉｙｏｋａｚｕ，ＨｉｒｏｓｅＴａｋｅ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２０１３，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ａｓａ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ｉ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ｌｏｗｔｏ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

ａｍｉｘｅｄ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ｑｕａｒｔｚｇｏｕ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８（５）：２０６７—２０８４．

５６）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ＷａｎＪｉｎｇｌｉｎ，ＬｉＤａ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ｎｇ，２０１３，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ａｇ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５６（７）：１２３３—１２４１．

５７）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ＸｕＸｉａｏｂｏ，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２０１３，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

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Ｖｏｌ．７：０７３５０７－１—２１．

５８）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ＸｕＸｉａｏｂｏ，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２０１３，Ｓｌｏｗ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ＰＳＩｎＳＡＲ，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３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３３—１３６．

５９）屈春燕，张桂芳，单新建，张国宏，刘云华，宋小刚，２０１３，２０１０年青海玉

树地震同震－震后形变场特征及演化过程，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７）：２２８０—２２９１．

６０）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２０１３，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ＣａｎｄＬｂａｎｄＳＡＲｄａｔａ

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ｕｓｈｕＭＳ７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０，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Ｖｏｌ．５８４：１１９—１２８．

６１）任雅琼，刘培洵，马瑾，陈顺云，２０１３，亚失稳阶段雁列断层热场演化的实

验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７）：２３４８—２３５７．

６２）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２０１３，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ｃｏ

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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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７７：２１—３０．

６３）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ＣｈｅｎＴａｏ，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２０１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ｓｉｎｇｌｅｅｖｅｎｔａｎｄｅｒｏ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ｏｆｆｓｅｔ，ＩｓｌａｎｄＡｒｃ，２２（２）：１８５—１９６．

６４）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ＤａｉＦｕｃｈｕ，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２０１３，Ｃｏ

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ＥＭ—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Ｐｌｕｓ，２：１—１０．

６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Ｙｉｎ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ＹｕＤａｎｌｉｎ，ＬｉＣｈｅｎｇｆａｎ，ＺｈａｏＪｕｎｊ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Ｇｕｉｆａｎｇ，２０１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ｏｒｎ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ｒａｄａｒ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ｃ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ａｂ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８）：２７５５—２７６５．

６６）盛传贞，甘卫军，赵春梅，陈为涛，孙保琪，梁诗明，２０１３，卫星姿态对 ＪＡ

ＳＯＮ－２卫星精密定轨影响分析，吉林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３１（３）：２２８—２３４．

６７）盛传贞，甘卫军，赵春梅，张小强，孙保琪，陈为涛，２０１３，ＪＡＳＯＮ－２卫星

精密轨道确定：ＧＰＳ，ＳＬＲ和 ＤＯＲＩＳ分析，中国科学：物理学　力学　天文学，４３

（２）：２１９—２２４．

６８）ＳｏｂｅｌＥｄｗａｒｄＲ．，ＣｈｅｎＪｉｅ，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Ｍ．，ＴｈｉｅｄｅＲａｓｍｕｓ，Ｓｔｏｃｋｌｉ

ＤａｎｉｅｌＦ．，ＳｕｄｏＭａｓａｆｕｍｉ，ＳｔｒｅｃｋｅｒＭａｎｆｒｅｄＲ．，２０１３，Ｏｃｅａｎｉｃｓｔｙｌｅ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ｍｉｒｏｒｏｇｅｎ，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

ｔｅｒｓ，Ｖｏｌ．３６３：２０４—２１８．

６９）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ｏＡｉｇｕｏ，２０１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ｎｇｔａ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ｒｅａｂｙ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ｕ

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Ｒｅ

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７（１）：０７３５８５－１—１５．

７０）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Ｂü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ＷａｎｇＭｉｎ，ＣｈｅｎＬｉｃｈｕｎ，Ｘｕ

Ｘｉｗｅｉ，２０１３，Ａｔｈｒｅｅｓｔｅｐ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ｉｎｖｅｒ

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ｕｐ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１４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０ＭＷ６９Ｙｕｓｈｕ，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８（８）：４５９９—４６２７．

７１）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Ｂü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ＸｕＸｉｗｅｉ，２０１３，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４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Ｔａｒｌａｙ（Ｍｙａｎｍａｒ）ＭＷ６８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ＡＬＯＳ

ＰＡＬ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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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８—２９３６．

７２）ＴｈｉｅｄｅＲａｓｍｕｓＣ．，ＳｏｂｅｌＥｄｗａｒｄＲ．，ＣｈｅｎＪｉｅ，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Ｍ．，Ｓｔｏｃｋｌｉ

ＤａｎｉｅｌＦ．，ＳｕｄｏＭａｓａｆｕｍｉ，ＳｔｒｅｃｋｅｒＭａｎｆｒｅｄＲ．，２０１３，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ｕｓｔａｌ

ｄｏｍ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Ｅｕｒａｓｉａ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ｚｏｎｅ：Ｎｅｗ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２（３）：７６３—７７９．

７３）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Ｗ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ｌｉｎ，Ｄｉ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

ＭａｓｔｅｒｌａｒｋＴｉｍｏｔｈｙ，２０１３，Ｕｓｉｎｇ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ｋａｄａｍｏｄｅｌｓｔｏｉｎｖｅｒｔ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

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２Ｙｕｔ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

１７（２）：３４７—３６０．

７４）王凡，沈正康，王敏，王阎昭，陶玮，２０１３，应用统计物理方法分析川滇地

区地震危险性，地震地质，３５（１）：１０１—１１２．

７５）王峻，刘启元，２０１３，Ｐ波和 Ｓ波接收函数的贝叶斯联合反演，地球物理学

报，５６（１）：６９—７８．

７６）王鹏，刘静，孙杰，张智慧，许强，文力，孟庆玲，２０１３，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

小鱼洞地标破裂带精细填图，地质通报，３２（４）：５３８—５６２．

７７）王伟，曾令森，刘静，肖萍，高利娥，２０１３，西藏措勤晚白垩世英安岩的厘

定与地球化学特征，地质科学，４８（２）：４８４—５００．

７８）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ＣｈａｉＣｈｉ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ｂａｓｉ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ｂａ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

ｔｒａｎｓｔｅｎｓｉ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２５（３／４）：３７７—４００．

７９）王伟涛，张培震，雷启云，２０１３，牛首山－罗山断裂带的变形特征及其构造

意义，地震地质，３５（２）：１９５—２０７．

８０）王伟涛，郑德文，庞建章，２０１３，青藏高原东北缘寺口子剖面碎屑锆石物源

示踪，地质学报，８７（１０）：１５５１—１５６９．

８１）王小龙，马胜利，郭志，雷兴林，夏英杰，郭欣，余国政，蒋霞东，２０１３，利

用地震背景噪声成像技术反演三峡库区及临近地区地壳剪切波速度结构，地球物理

学报，５６（１２）：４１１３—４１２４．

８２）ＷａｎｇＸｕｅｂｉｎ，ＭａＪｉｎ，ＰａｎＹｉｓｈａｎ，２０１３，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ｂｉ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ｆｒｉｃ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３年度报告　　

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４（２）：１０２３—１０４１．

８３）ＷａｎｇＸｕｅｂｉｎ，ＭａＪｉ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２０１３，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ｄｕｒｉｎｇｊｏｇｆａｉｌｕｒｅｆｏｒｅｃｈｅｌｏｎｆａ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ｆｔｅｎ

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６０８：６６７—６８４．

８４）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ＷａｎｇＭ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Ｇ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Ｗａ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ｇ

Ｆａｎ，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２０１３，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ＧａｎｚｉＹｕｓｈｕＦａｕｌｔ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２０１０ＭＷ６９Ｙｕｓｈ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５８４：１３８—１４３．

８５）王一舟，张会平，俞晶星，张竹琪，郑文俊，郑德文，２０１３，祁连山洪水坝河

流域地貌特征及其构造指示意义，第四纪研究，３３（４）：７３７—７４５．

８６）温少妍，屈春燕，单新建，闫丽莉，宋冬梅，２０１３，祁连山和首都圈卫星热

红外背景场变化特征，国土资源遥感，２５（３）：１３８—１４４．

８７）ＷｕＹａｎｑ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Ｚａｉｓｅｎ，ＷａｎｇＭｉｎ，ＣｈｅＳｈｉ，ＬｉａｏＨｕａ，ＬｉＱｉａｎｇ，Ｌｉ

Ｐｅｎｇ，ＹａｎｇＹｏｎｇｌｉｎ，ＸｉａｎｇＨｅｐｉｎｇ，ＳｈａｏＺｈｉ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Ｗｕｘｉｎｇ，ＷｅｉＷｅｎｘｉｎ，ＬｉｕＸｉ

ａｏｘｉａ，２０１３，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ｏ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ａｉ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ｕｓｈａｎＭＳ７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ＧＰＳ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５８（２８－２９）：３４６０—３４６６．

武艳强，江在森，王敏，车时，廖华，李强，李鹏，杨永林，向和平，邵

志刚，王武星，魏文薪，刘晓霞，２０１３，ＧＰＳ监测的芦山 ７０级地震前应变积累及

同震位移场初步结果，科学通报，５８（２０）：１９１０—１９１６．

８８）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ＷａｎｇＪｉｊｕｎ，２０１３，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Ｋｕｎｌｕ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６０１：１２５—１３１．

８９）熊小林，章军锋，郑海飞，许文良，周永胜，２０１３，近 １０年来中国实验矿物

岩石地球化学研究进展和展望，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讯，３２（４）：４０２—４０７．

９０）许冲，徐锡伟，郑文俊，２０１３，２０１３年 ７月 ２２日岷县漳县 ＭＳ６６级地震滑

坡编录与空间分布规律分析，工程地质学报，２１（５）：７３６—７４９．

９１）许冲，徐锡伟，郑文俊，闵伟，任治坤，李志强，２０１３，２０１３年甘肃岷县漳

县 ６６级地震触发滑坡及其构造分析，地震地质，３５（３）：６１６—６２６．

９２）许冲，徐锡伟，郑文俊，魏占玉，谭锡斌，韩竹军，李传友，梁明剑，李志

强，王虎，王明明，任俊杰，张世民，何仲太，２０１３，２０１３年四川省芦山 “４２０”７０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级强烈地震触发滑坡，地震地质，３５（３）：６４１—６６０．

９３）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ＭａｉＸｕｅｓｈｕｎ，ＭａＸｉａｏｌｉｎ，２０１３，Ａｎｅｗ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ｌｌｅｎ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ｎｅｒｅｄｂｅｄ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ｕａｎｑｉａｏＢａｓｉｎ，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ｌｏｅｓ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ｌ．２８６：４５—５５．

９４）ＸｕＪｉａｎｄｏｎｇ，ＰａｎＢｏ，ＬｉｕＴａｎｚｈｕｏ，ＨａｊｄａｓＩｒｋａ，ＺｈａｏＢｏ，ＹｕＨｏｎｇｍｅｉ，Ｌｉｕ

Ｒｕｏｘｉｎ，ＺｈａｏＰｉｎｇ，２０１３，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ａｎ

ｖｏｌｃａｎｏｉｎ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ａｄｉｏｃａｒｂｏｎｗｉｇｇｌｅｍａｔｃｈｄａｔｉｎｇ，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０（１）：５４—５９．

９５）ＸｕＱｉａｎｇ，ＤｉｎｇＬｉ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ｙｕｎ，ＣａｉＦｕｌｏｎｇ，ＬａｉＱｉｎｇｚｈｏｕ，ＹａｎｇＤｉ，Ｌｉｕ

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２０１３，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ｈｉｇｈ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Ｔｅｒｒａｎ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

ｅａｕ，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Ｖｏｌ．３６２：３１—４２．

９６）ＸｕＸｉｗｅｉ，ＷｅｎＸｕｅｚｅ，ＨａｎＺｈｕｊｕｎ，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ＺｈｅｎｇＷｅｎ

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ＲｅｎＺｈｉｑｕｎ，ＸｕＣｈｏｎｇ，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ｍｉｎｇ，

ＲｅｎＪｕｎｊｉｅ，ＨｅＺｈｏｎｇｔａｉ，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２０１３，ＬｕｓｈａｎＭＳ７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ｂｌｉｎｄｒｅ

ｓｅｒｖｅｆａｕｌｔｅｖ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５８（２８－２９）：３４３７—３４４３．

徐锡伟，闻学泽，韩竹军，陈桂华，李传友，郑文俊，张世民，任治坤，

许冲，谭锡斌，魏占玉，王明明，任俊杰，何仲，梁明剑，２０１３，四川芦山 ７０级

强震：一次典型的盲逆断层型地震，科学通报，５８（２０）：１８８７—１８９３．

９７）闫相相，单新建，曹晋滨，汤吉，王飞飞，２０１３，日本 ＭＷ９０级特大地震前

电离层扰动初步分析，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８（１）：１５５—１６４．

９８）Ｙａｎ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ｍｉ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ＴａｎｇＪｉ，Ｗａｎｇ

Ｆｅｉｆｅｉ，ＷｅｎＳｈａｏｙａｎ，２０１３，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ｏ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ＭＷ７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Ｖｏｌ．

７：０７３５３２－１—１３．

９９）杨静，郑德文，武颖，２０１３，表生明矾石族矿物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年代学概述，地震

地质，３５（１）：１７７—１８７．

１００）ＹａｎｇＴ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ＪｉｎＨａｉｑｉａｎｇ，

２０１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ｂｒｅｃｃｉａ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ｐ

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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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３年度报告　　

６０１（２）：１１２—１２４．

１０１）杨雪，郑勇刚，尹金辉，２０１３，加速器 １４Ｃ制靶系统的研制及性能检验，地

震地质，３５（４）：９３０—９３４．

１０２）杨永鑫，杨晓松，２０１３，高喜马拉雅混合岩特征及成因研究，地震地质，３５

（２）：２６１—２７７．

１０３）姚路，马胜利，２０１３，断层同震滑动的实验模拟———岩石高速摩擦实验的

意义、方法与研究进展，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８（２）：６０７—６２３．

１０４）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Ｔｏｇｏ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２０１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ｉｎｇｘｉ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ｙｓ

ｔｅｍ，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Ｖｏｌ．５９９：１３５—１５６．

１０５）ＹａｏＬｕ，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ＨａｎＲａｅｈｅｅ，ＭｉｚｏｇｕｃｈｉＫａｚｕｏ，

２０１３，Ｒａｐｉｄ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Ｐｉｎｇｘｉ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

ｓｙｓｔｅ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

ｆａｕｌ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８（８）：４５４７—４５６３．

１０６）叶涛，陈小斌，严良俊，２０１３，大地电磁资料精细处理和二维反演解释技

术研究 （三）———构建二维反演初始模型的印模法，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１０）：

３５９６—３６０６．

１０７）殷海涛，甘卫军，黄蓓，肖根如，李杰，朱成林，２０１３，日本 Ｍ９０级巨震

对山东地区地壳活动的影响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５）：１４９７—１５０５．

１０８）殷海涛，刘希强，甘卫军，２０１３，实时高频 ＧＰＳ在地震学中的应用研究，

地震研究，３６（３）：３３０—３３６．

１０９）ＹｉｎＨａｉｔａｏ，ＷｄｏｗｉｎｓｋｉＳｈｉｍｏｎ，ＬｉｕＸｉｑｉａ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ＨｕａｎｇＢｅｉ，Ｘｉａｏ

Ｇｅｎｒｕ，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ｔｒｏ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ｒａｔｅＧＰ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

ＭＳ８０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８４（２）：２１０—２１８．

１１０）尹功明，江亚风，俞岗，韩非，刘春茹，２０１３，晚第四纪以来香山－天景山

断裂左旋走滑量研究，地震地质，３５（３）：４７２—４９７．

１１１）尹功明，王旭龙，韩非，２０１３，宁夏沙坡头沙漠扩张的时代：来自黄河阶地

光释光年龄证据，第四纪研究，３３（２）：２６９—２７５．

１１２）尹功明，赵波，许建东，李建平，宋为娟，刘春茹，２０１３，河北沧州小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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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 ＥＳＲ年代学研究，岩石学报，２９（１２）：４４１５—４４２０．

１１３）尹昕忠，陈九辉，李顺成，郭飚，２０１３，流动宽频带地震计自噪声测试研

究，地震地质，３５（３）：５７６—５８３．

１１４）俞晶星，郑文俊，雷启云，邵延秀，葛伟鹏，马严，李又娟，２０１３，阿拉善

地块南部雅布赖山前断裂的运动学特征及意义初探，地震地质，３５（４）：７３１—７４４．

１１５）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Ｇ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ｗｅｉ，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ＷａｎｇＺｈｉｃａｉ，

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Ｃｒａｄｄｏｃｋ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Ｄａｙｅｍ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Ｅ．，ＤｕｖａｌｌＡｌｉｓｏｎＲ．，ＨｏｕｇｈＢｒｉａｎＧ．，Ｌｅａｓ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Ｏ．，Ｃｈａｍｐａｇｎａｃ

ＪｅａｎＤａｎｉｅｌ，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ｏｕｇｌｅｓＷ．，ＣｌａｒｋＭａｒｉｎＫ．，ＦａｒｌｅｙＫｅｎｎｅｔｈＡ．，ＧｅａｒｚｉｏｎｅＣａｒｍａｌａ

Ｎ．，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ＭｏｌｎａｒＰｅｔｅｒ，ＲｏｅＧｅｒａｒｄＨ．，２０１３，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ｄ

ｉｔｓ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ｔｏ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３２（５）：１３５８—１３７０．

１１６）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ＣｈｅｎＪｉｅ，ＯｗｅｎＬｅｗｉｓＡ．，ＨｅｄｒｉｃｋＫａｔｈｒｙｎＡ．，ＣａｆｆｅｅＭａｒｃＷ．，

ＬｉＷｅｎｑｉａｏ，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Ｍ．，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Ｃ．，２０１３，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ｉｍｉｎｇｏｆ

ｌａｒｇｅ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ａｎａｃｔｉｖｅｏｒｏｇｅ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ｍｉｒ，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８２：

４９—６５．

１１７）Ｚｈａ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ｒｔｙｎ，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２０１３，

Ｄｅｅ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ｓｅｉｍｏ

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４２０ＬｕｓｈａｎＭＳ７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５８（２８－

２９）：３４６７—３４７４．

詹艳，赵国泽，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ｒｔｙｎ，王立凤，陈小斌，李涛，肖骑彬，王继

军，汤吉，蔡军涛，王阎昭，２０１３，龙门山断裂带西南段 ４２０芦山 ７０级地震区的

深部结构和孕震环境，科学通报，５８（２０）：１９１７—１９２４．

１１８）张冬丽，黄蓓，张献兵，徐锡伟，郑文俊，２０１３，基于有限断层模型的芦山

“４２０”７０级强烈地震强地面运动特征，地震地质，３５（２）：４２３—４３５．

１１９）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１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ｏｒｎ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ｒａ

ｄａｒ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３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３６０—１３６３．

１２０） 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Ｄｅｌｏｕｉｓ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Ｂａｌｅｓｔｒａ

Ｊｕｌｉｅｎ，ＬｉＺｈｅｎｈｏｎｇ，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２０１３，Ｒｕｐ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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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Ｓ７１Ｙｕｓｈ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ｙ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５８４：１２９—１３７．

１２１）张克亮，马瑾，魏东平，２０１３，超导重力仪检测２０１１年日本东北 ＭＷ９０地

震前的重力扰动信号，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７）：２２９２—２３０２．

１２２）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２０１３，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ｏｕｇｅｓｆｒｏｍ

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Ｗ７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

ｉｃｓ，Ｖｏｌ．５９４：１４９—１６４．

１２３）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１３，Ｂｅｗａｒｅｏｆｓｌｏｗｌｙｓｌｉｐｐ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ｓ，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６：３２３—３２４．

１２４）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１３，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ｄｅｅｐｃｒｕｓ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

５８４：７—２２．

１２５）张培震，邓起东，张竹琪，李海兵，２０１３，中国大陆的活动断裂、地震灾害

及其动力过程，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４３（１０）：１６０７—１６２０．

１２６）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ＥｎｇｄａｈｌＥｒｉｃＲｏｂｅｒｔ，２０１３，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

ｔｕｒ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５８４：１—６．

１２７）张竹琪，陈涛，任治坤，王伟涛，２０１３，数值模型显示的隐伏弯曲断层同震

地表位移特征，地震地质，３５（２）：４５２—４６０．

１２８）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Ｒｏｂｅｒｔ，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１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ａｎｄ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５８４：２４０—４５６．

１２９）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ＦａｎｇＬｉｈｕａ，Ｗｕ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２０１３，ＬｕｓｈａｎＭＳ７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ｃｃｕｒｓｏｎｃｕｒｖｅｄｆａｕｌ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５８（２８－２９）：３４８３—３４９０．

张竹琪，王伟涛，任治坤，张培震，房立华，吴建平，２０１３，芦山 ７０级

地震：特殊的弯曲断层地震，科学通报，５８（２０）：１９３３—１９４０．

１３０）赵春梅，欧吉坤，盛传贞，张小强，２０１３，基于 ＤＯＲＩＳ数据的 ＪＡＳＯＮ－２卫

星精密定轨分析，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８（１）：４９—５７．

１３１）赵俊娟，尹京苑，李成范，单新建，张桂芳，２０１３，地震形变监测中人工角

反射器的应用，灾害学，２８（４）：３４—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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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郑文俊，闵伟，何文贵，任治坤，刘兴旺，王爱国，许冲，李峰，２０１３，２０１３

年甘肃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震害分布特征及发震构造分析，地震地质，３４（３）：６０４—

６１５．

１３３）郑文俊，袁道阳，何文贵，闵伟，任治坤，刘兴旺，王爱国，许冲，葛伟鹏，

李峰，２０１３，甘肃东南地区构造活动与２０１３年岷县－漳县 ＭＳ６６级地震孕震机制，地

球物理学报，５６（１２）：４０５８—４０７１．

１３４）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ＭｏｌｎａｒＰｅｔｅｒ，ＬｉｕＸｉｎｇ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２０１３，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

ｄｏｒ（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ｓｐｈｅｒｅ，９（２）：３４２—３５４．

１３５）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Ｇ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ＭｏｌｎａｒＰｅｔｅｒ，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

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ＬｉｕＪｉａｎｈｕｉ，２０１３，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Ｈｅｌ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ＮＷ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２（２）：２７１—２９３．

１３６）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ＨｅＷｅｎｇｕｉ，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

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Ｇ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ＭｉｎＷｅｉ，２０１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ａｎ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ｄｅｃａｄａｌ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ｏｎｆａｕｌ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Ｖｏｌ．５８４：２６７—２８０．

１３７）郑文俊，张竹琪，张培震，刘兴旺，郭晓，庞建章，葛伟鹏，俞晶星，２０１３，

１９５４年山丹 ７级地震的孕震构造和发震机制探讨，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３）：９１６—

９２８．

１３８）周永胜，２０１３，基性岩流变实验揭示出大陆下地壳流变的复杂性，地震地

质，３５（２）：３２８—３４６．

１３９）ＺｈｕＳｈｏｕｂｉａｏ，２０１３，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ｔｈｅ

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ａｚ

ａｒｄｓ，６９（２）：１２６１—１２７９．

１４０）朱守彪，石耀霖，陆鸣，谢富仁，２０１３，地震滑坡的动力学机制研究，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４３（７）：１０９６—１１０５．

１４１）ＺｈｕＳｈｏｕｂ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１３，Ｆ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ｃｏ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３年度报告　　

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

５８４：６４—８０．

１４２）ＺｈｕＴａｏ，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ｇｕｏ，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２０１３，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ｌａｔｉｎｇ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ｒｏｃｋ，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７３（２０１３）：２５２—

２６２．

１４３）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ＭａＪｉｎ，２０１３，Ｓｌｉｐ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ｍｏｆ

ｐｌａｎａｒ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ｄｕｒｉｎｇｍｅｔａｉｎｓｔａｂｌｅｓｔ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ｍａｇ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５６（１１）：１８８１—１８８７．

卓燕群，郭彦双，汲云涛，马瑾，２０１３，平直走滑断层亚失稳状态的位移协

同化特征———基于数字图像相关方法的实验研究，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４３（１０）：

１６４３—１６５０．

２、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ＳａｗａｉＭ．，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Ｔ．，ＫｉｔａｊｉｍａＨ．，Ｈｉｒｏｓｅ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ＢＥ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ＡＦＯＤｇｏｕｇｅａｔ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ｔ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３，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３，４７—１２．

２）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ｃ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Ｃｅｎｏ

ｚｏｉｃＳｉｋｏｕｚｉ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３，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３，

４７—１２．

３）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ＦｒｉｅｈａｕｆＫｕｒｔ，ＷａｎｇＷｅｉ，Ｙａｎｇ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ＹｕｎＬｏｎｇ，ＩｓｔｈｅＤｏｎｇｇｏｕ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Ｅａ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ＭｏＢｅｌｔ，ＣｈｉｎａＨｉｇｈｌｙ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ｉｎＦｌｕｏｒｉｎｅ？，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３，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３，４７—１２．

４）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Ｇ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ＭｏｌｎａｒＰｅｔｅｒ，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

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ＬｉｕＪｉａｎｈｕｉ，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ｌｉＳｈａ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ｘｉ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ＮＷ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ｎｏｒｔｈｗａｒ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３，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３，４７—１２．

５）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Ａｍ

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Ｃａｒｇèｓｅ，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１３，４２２—２７．

６）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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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ｏｆＳｏｎｇｐａｎＧａｎｚｉｂｌｏｃｋ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Ｑｉｎｇｌｉｎｇｏｒｏｇｅｎ

ｉｃｚｏｎｅｉｎＣｈｉｎａ，第一届中美地质学会青藏高原研讨会，四川成都，２０１３，５１６—２０．

７）Ｚｈａ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Ｍａｒｔｙｎ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ＬｉＴａｏ，

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ＷａｎｇＪｉｊｕｎ，ＴａｎｇＪｉ，ＣａｉＪｕｎｔａｏ，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ｅ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ｓｅｉｍ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４２０Ｌｕｓｈ

ａｎＭＳ７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第一届中美地质学会青藏高原研讨会，四川成都，２０１３，５１６—２０．

８）Ｗ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ｎ，ＣｕｒｒｉｅＣｌａｉｒｅＡ．，ＤｅｃｅｌｌｅｓＰｅｔｅｒＧ．，ＺｈａｎＹａｎ，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ｇｒａｖｉ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ｐｌａｔｅａｕｘ，第一届中美地质学会

青藏高原研讨会，四川成都，２０１３，５１６—２０．

９） Ｚｈａ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ＷａｎｇＪｉｊｕｎ，Ｚｈａｏ

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Ｄｅｅ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Ｑｉｎｇｌｉｎｇ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ｚｏｎｅ

ｗｉｔｈ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ｓｅｉｓｍｉｃｚｏｎｅｉｎＣｈｉｎａ，第一届中美地质学会青藏高原研讨会，四川成

都，２０１３，５１６—２０．

１０）ＯｏｈａｓｈｉＫ．，Ｈｉｒｏｓｅ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ｋｆａｕｌ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ｓｈｅａｒ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ｆｂｉｍｉｎｅｒａｌ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Ｃｈｉｂａ，

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３，５１９—２４．

１１）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ＳｈｉｂａｚａｋｉＢ．，ＮｏｄａＨ．，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２０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ｆａｕｌ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Ｃｈｉｂ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３，

５１９—２４．

１２）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ＹａｎｇＹｕ，ＣｈｅｎＪｉｎｙｕ，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ｉ

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Ｂｒｉｓｂａ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３，６２４—２８．

１３）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ＳＰＩＥ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ｏｆ

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ｎｕｎｉ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ａｎｄ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

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ｒｉｓｂａ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３，６２４—２８．

１４）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ｏｒｎ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ｒａｄａｒ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

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３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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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７２１—２６．

１５）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ＸｕＸｉａｏｂｏ，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Ｓｌｏｗ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Ｔｉ

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ＰＳＩｎＳＡＲ，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３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３，７２１—２６．

１６）ＣｈｅｎＪｉｅ，ＩＲＳＬ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ＫｏｎｇｕｒＳｈａ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ｍｉｒ，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

ＵＫ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ｒｅｗｓ，ＵＫ，２０１３，８２８—３０．

１７）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Ｃａｎｗｅｄａｔｅｔｈｅｔｒｅｎｃｈ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ＡＴＦ）ｖｉａ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ＵＫ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ｒｅｗｓ，ＵＫ，２０１３，８２８—３０．

１８）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Ａ．，ＢｏｏｋｈａｇｅｎＢ．，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Ｗ．，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Ｔａｏ，２６Ａｌ／１０Ｂｅ

ｂｕｒｉ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ａｓｉｎｓ：ｆｉｅｌｄ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ａｃｔｉｖ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ａｒｉｍＢａｓｉｎ，ＮＷ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ＧＳＡ）２０１３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Ｄｅｎｖｅｒ，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０２７—３０．

１９）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３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

ｅａｕ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２０）ＫｒｅｅｍｅｒＣ．，ＢｌｅｗｉｔｔＧ．，ＫｌｅｉｎＥ．Ｃ．，ＳｈｅｎＺ．，ＷａｎｇＭ．，ＥｓｔｅｙＬ．，ＷｉｅｒＳ．，Ａ

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２１）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ＨａｌｌＳｔｅｐｈｅｎ，ＢａｕｄＰａｔｒｉｃｋ，ＷｏｎｇＴｅｎｇｆｏ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ｊｅｌｌａ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ｂｙＸ－ｒａ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

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２２）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ｇＭｉｎ，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ＷａｎｇＦａｎ，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Ｔａｏ

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ａｏＨｕａ，ＷａｎｇＫａｎｇ，Ｈａｏ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

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ｔｈｅ

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２３）ＬｉＴ．，ＣｈｅｎＪ．，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Ａ．，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Ｗ．，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ｇｅ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ｆｏｌｄｓｃａｒｐ：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ｉｎｇｙａｏｌｅ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

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２４）ＺｈａｎｇＧ．，ＶａｌｌｅｅＭ．，ＳｈａｎＸ．，ＤｅｌｏｕｉｓＢ．，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ｕｄｄｅｎ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ａｌａｒｇｅ

ａｓｐｅｒ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ｒｏ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

１２９—１３．

２５）ＣｈｅｎＪ．，ＱｉｎＪ．，ＶａｌｌａＰ．，ＹａｎｇＨ．，ＨｅｒｍａｎＦ．，ＨｕａｎｇＭ．，ＬｉＷ．，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Ｉｎ

ｆｒａｒｅｄ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ＲＳＬ）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ｍｉｒ，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

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２６）Ｔｏｇｏ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ａｎｄＭａＳ．，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ｄｏｌｅｒｉｔｅ

ａｎｄｑｕａｒｔｚｉｔｅ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２７）Ｔｏｇｏ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ＤｏｎｇＪ．－Ｊ．ａｎｄＬｉＣ．－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ｕｎａｗａｙ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Ｔｓａｏｌｉｎｇ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１９９９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Ｃｈ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

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２８）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Ｌａｔ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Ｂａ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２９）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Ｊ．Ｂ．，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Ｒ．，ＣｈｅｎＪ．，ＣｏｗｇｉｌｌＥ．，ＬｉＴ．，ＹａｎｇＸ．，ＡｂｕｒｔｏＦ．，

ＱｉｎＪ．，ＭｕｒｅｔｔａＭ．，Ｌａｔ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ｎｅｉ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ｆａ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ｃａｌ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

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３０）ＹａｎｇＴ．，ＣｈｅｎＪ．，ＹａｎｇＸ．，ＷａｎｇＨ．，ＪｉｎＨ．，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ｂｒｅｃｃｉａ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３年度报告　　

３１）ＨｒｅｎＭ．Ｔ．，ＨｏｋｅＧ．Ｄ．，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ＷａｎｇＣ．，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ｔｏ

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ｉｓｏｔｏｐｅａｎｄｓｏｉｌｔｅｔｒａｅｔｈｅ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３２）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ＳｈａｏＹ．，ＫｌｉｎｇｅｒＹ．，ＸｉｅＫ．，ＹｕａｎＤ．，ＬｅｉＺ．，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ｌｔＬａｋｅｓｉｔｅ，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

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３３）ＥｌｌｉｏｔｔＡ．Ｊ．，ＯｓｋｉｎＭ．Ｅ．，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ＳｈａｏＹ．，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ｒｕｐｔｕｒｅｔｅｒ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ｂ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ｉｓｔｒａｌ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

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３４）ＮｏｃｋｌｅｓＶ．，ＰａｒｓｏｎｓＢ．，ＷｒｉｇｈｔＴ．Ｊ．，ＨｏｌｌｅｙＲ．，ＳｈａｎＸ．，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

ｌｏｎｇｔｈｅＫｕｎｌｕｎＦａｕｌｔｕｓｉｎｇＰＳＩｎＳＡ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３５）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Ｅ．Ｊ．，ＳｕｎＪ．，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ＯｒｔｅｇａＡ．，ＧｏｎｚｌｅｚＥｓｃｏｂａｒＭ．，ＦｒｅｅｄＡ．Ｍ．，

ＢｕｒｇｍａｎｎＲ．，ＳａｍｓｏｎｏｖＳ．Ｖ．，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ＧａｒｃｉａＪ．，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Ｊ．Ｍ．，ＨｉｎｏｊｏｓａＡ．，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

ｆａｕｌ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ａｌｔｏｎＴｒｏｕｇｈ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２０１０Ｍ７２Ｅｌ

ＭａｙｏｒＣｕｃａｐａ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３６）ＡｎｓｂｅｒｑｕｅＣ．，ＧｏｄａｒｄＶ．，ＢｅｌｌｉｅｒＯ．，ＲｅｎＺ．，ＸｕＸ．，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ＹｏｎｇＬ．，Ｄｅ

ＳｉｇｏｙｅｒＪ．，ＢｏｕｒｌｅｓＤ．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ｎｇｒｉｂａ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ｔｏ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

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３７）ＬｉＬ．，ＬｉｕＱ．，ＣｈｅｎＪ．，ＧｕｏＢ．，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ｅｄｉｕｍ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ｂｅ

ｆｏｒｅ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ｆｒｏｍ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ｗａｖｅｓ，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

１２９—１３．

３８）ＣｈｅｎＷ．，ＧａｎＷ．，ＸｉａｏＧ．，ＷａｎｇＹ．，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

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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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Ｙａ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ｗｅ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ｏｒｏｇｅｎ

ｉｃｂｅ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７２２Ｍｉｎｘ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Ｍ６６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

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４０）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Ｕｐｐｅｒｍｅｎｔ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ＮＥＴｉｂｅｔ

ｆｒｏｍ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ｅｔｈｏ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

３、在国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陈涛，张培震，刘静，李传友，任治坤，ＨｕｄｎｕｔＫｅｎｎｅｔｈＷ．，基于机载 ＬｉＤＡＲ

数据的冲沟位移测量及断裂活动性研究———以海原断裂带为例，第六届构造地质与

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吉林长春，２０１３，４１２—１４．

２）葛伟鹏，沈正康，袁道阳，王敏，ＧＰＳ观测与活动构造研究阿尔金断裂中段现

今造山过程，第六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吉林长春，２０１３，４１２—１４．

３）刘彩彩，王伟涛，祁连盆地红崖剖面磁性地层学研究，第六届构造地质与地

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吉林长春，２０１３，４１２—１４．

４）刘静，邵延秀，谢克家，ＫｌｉｎｇｅｒＹａｎｎ，雷中生，袁道阳，海原断裂的古地震

重复周期一百年？———干盐池探槽研究及意义，第六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

研讨会，吉林长春，２０１３，４１２—１４．

５）任治坤，张竹琪，陈涛，王伟涛，单次地震事件及累积位移侧向侵蚀引起的

滑动速率不确定性理论与量化分析，第六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吉

林长春，２０１３，４１２—１４．

６）邵延秀，袁道阳，刘静，ＪｅｒｏｍｅｖａｎｄｅｒＷｏｅｒｄ，刘方斌，阿尔金断裂中部新发

现———古地震地表破裂带，第六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吉林长春，

２０１３，４１２—１４．

７）王伟，刘静，肖萍，唐茂云，强震滑坡在活动造山带地形演化中的作用———

以汶川地震和龙门山为例，第六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吉林长春，

２０１３，４１２—１４．

８）王伟涛，张培震，郑德文，庞建章，青藏高原东北缘海原断裂带晚新生代两

阶段构造变形过程，第六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吉林长春，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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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１４．

９）王一舟，张会平，郑文俊，张竹琪，王伟涛，俞晶星，郑德文，张培震，祁连

山几十年尺度剥蚀速率及其影响因子关系研究，第六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

研讨会，吉林长春，２０１３，４１２—１４．

１０）吴传勇，吴国栋，沈军，陈建波，阿里木江，常想德，天山内部那拉提断裂

晚第四纪活动特征，第六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吉林长春，２０１３，

４１２—１４．

１１）俞晶星，郑文俊，雷启云，邵延秀，葛伟鹏，马严，李又娟，阿拉善块体南部

雅布赖山前断裂运动学特征及意义，第六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吉

林长春，２０１３，４１２—１４．

１２）张培震，张竹琪，郑德文，郑文俊，王伟涛，张会平，毛凤英，青藏高原现今

构造变形的运动学及其驱动机制，第六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吉林

长春，２０１３，４１２—１４．

１３）郑德文，王伟涛，郑文俊，张培震，庞建章，应用磷灰石裂变径迹和锆石Ｕ－

Ｐｂ年龄示踪柴达木盆地北缘大红沟新生代沉积物的源区———对于祁连山隆升时间的

制约，第六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吉林长春，２０１３，４１２—１４．

１４）郑文俊，张培震，郑德文，张竹琪，张会平，王伟涛，俞晶星，构造活动反映

的青藏高原向北东扩展过程中阿拉善地块南缘的响应，第六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

学学术研讨会，吉林长春，２０１３，４１２—１４．

１５）汤吉，赵国泽，陈小斌，詹艳，肖骑彬，王立凤，蔡军涛，王继军，我国极低

频地震电磁台网建设和数据产品应用，中国地震学会地震电磁学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

年会，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２０１３，８１１—１４．

１６）陈建业，杨晓松，低渗岩石渗透率－孔隙度－比储流率联测，中国地球物理

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１７）陈顺云，刘培洵，刘力强，马瑾，芦山地震前康定地温变化现象，中国地球

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１８）陈为涛，甘卫军，肖根如，梁诗明，盛传贞，基于 ＧＰＳ资料研究青藏高原北

部主要断裂活动速率，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１９）郭飚，刘启元，陈九辉，多尺度层析成像方法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２０１３

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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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郝重涛，姚陈，首都圈地区远震基底 ＰＳ转换波分裂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２１）何昌荣，罗丽，下地壳岩石的特征滑距缩短现象与地震力学意义，中国地球

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２２）李磊，刘启元，陈九辉，李顺成，郭飚，汶川地震前川西地区介质非均质性

的时变特征，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２３）李彦川，单新建，王振杰，基于 ＧＡＭＩＴ的高精度基线解算方法，中国地球

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２４）刘彩彩，王伟涛，张培震，祁连盆地红崖剖面磁性地层学研究，中国地球物

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２５）刘力强，郭玲莉，李世念，弹性回跳模型的实验解析，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２６）刘云华，汪驰升，单新建，芦山地震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及断层滑动分布反演初

步结果，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２７）路珍，何昌荣，热水条件下黑云母断层泥的摩擦强度与稳定性，中国地球物

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２８）屈春燕，单新建，徐小波，张国宏，宋小刚，张桂芳，刘云华，基于时序 Ｉｎ

ＳＡＲ技术的海原－六盘山弧形断裂带现今缓慢地壳形变观测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２９）单新建，空间对地观测在地壳运动与动力学中的应用发展趋势，中国地球

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３０）宋小刚，单新建，ＰａｒｓｏｎｓＢａｒｒｙ，ＷａｌｔｅｒｓＲ．Ｊ．，基于多时相 ＩｎＳＡＲ技术的海

原断裂东段形变速率场估计，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

１０１２—１６．

３１）唐攀攀，单新建，李震，基于 ＳＢＡＳ技术的长白山天池火山形变监测研究，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３２）王小龙，马胜利，郭志，雷兴林，夏英杰，郭欣，余国政，重庆及邻近地区地

震背景噪声瑞利面波相速度层析成像，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

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３３）温少妍，屈春燕，单新建，闫丽莉，宋冬梅，卫星热红外异常提取算法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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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地震中的应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３４）徐小波，屈春燕，单新建，张桂芳，马超，宋小刚，孟秀军，ＣＲＩｎＳＡＲ与

ＰＳＩｎＳＡＲ联合解算方法及在西秦岭断裂缓慢变形研究中的应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３５）徐秀杰，屈春燕，单新建，王振杰，天津市及邻近区域活动构造断裂带的热

红外影像特征分析，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３６）庾露，单新建，利用分谱法减少电离层对 Ｌ波段星载 ＳＡＲ干涉测量中色散

效应的影响，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３７）张桂芳，单新建，屈春燕，人工角反射器辐射特性及其像素级精定位参数研

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３８）张国宏，单新建，屈春燕，基于近场强震动数据反演的芦山地震震源破裂过

程，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３９）张雷，何昌荣，龙门山后山断裂带糜棱岩在水热条件下的摩擦滑动特性实

验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４０）赵盼盼，陈九辉，ＣａｍｐｉｌｌｏＭｉｃｈｅｌ，刘启元，李昱，李顺成，郭飚，齐少华，

龙门山断裂带区域利用地震环境噪声的浅部地壳结构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

年年会，云南昆明，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６．

４１）陈小斌，大地电磁最佳主轴方位统计成像新技术，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地球

电磁学术讨论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３，１０１３—１６．

４２）陈小斌，肖骑彬，杨静，詹艳，王立凤，汤吉，赵国泽，苏鲁地区深部电性结

构探测，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讨论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３，１０１３—１６．

４３）程远志，汤吉，川滇块体深部电性结构研究，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

术讨论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３，１０１３—１６．

４４）韩冰，汤吉，赵国泽，芦山地震前电磁场异常变化，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地球

电磁学术讨论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３，１０１３—１６．

４５）乔亮，陈小斌，非结构化多重网格与 ＭＴ二维正演模拟，第十一届中国国际

地球电磁学术讨论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３，１０１３—１６．

４６）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Ｙｕａｎｚｈｉ，ＳｈａｏＧｕｉｈａｎｇ，Ｄｏｎｇ

Ｚｅｙｉ，ＷａｎｇＪｉｊｕ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ｓｕｒｖｅｙ，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讨论会，新疆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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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１０１３—１６．

４７）叶涛，陈小斌，王立凤，云南盈江－龙陵地区深部电性结构及其动力学意义

研究，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讨论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３，１０１３—１６．

４８）赵国泽，王立风，詹艳，韩冰，电磁地球物理法物理基础和研究现状，第十

一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讨论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３，１０１３—１６．

４９）赵凌强，詹艳，赵国泽，陈小斌，西秦岭造山带西段深部电性结构特征及

７２２甘肃岷县漳县 ６６级地震深部孕震环境，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讨论

会，新疆乌鲁木齐，２０１３，１０１３—１６．

５０）陈杰，西域砾岩的磁性地层年代与穿时性，第四届全国地层会议，北京，

２０１３，１１５—７．

５１）屈春燕，单新建，徐小波，张国宏，宋小刚，张桂芳，刘云华，海原－六盘山

弧形断裂带现今地壳形变时序 ＩｎＳＡＲ观测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

员会 ２０１３年学术研讨会，福建厦门，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２１．

４、获发明专利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号 获准国别 完成人

发明专利

地质软材料的复杂

变形的模拟加载

及测量系统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７４１３．３ 国内

马少鹏，郭玲莉，

康永军，曹彦彦，

马沁巍，刘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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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光纤传感器技术的表面裂

纹贯通试验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３Ｂ０１ 洪成雨，汕头大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２
中国南方古生界页岩高温高压

下的地震波性质、密度和渗透率
ＬＥＤ２０１３Ｂ０２ 王　勤，南京大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３
天山北缘新生代地层碎屑热年

代学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３Ｂ０３

张志勇，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４
利用 ＩｎＳＡＲ研究西藏中南部断
层震间变形

ＬＥＤ２０１３Ｂ０４ 王　华，广东工业大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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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注水诱发地震的观测及实验研

究 （延续）
ＬＥＤ２０１１Ｂ０６

雷兴林，日本产业技术

综合研究所

余国政，重庆市地震局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２、新聘特聘研究员介绍

黄庭芳 （ＴｅｎｇｆｏｎｇＷＯＮＧ），男，１９５２年 ５月出

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

授。１９７３年毕业于美国布朗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并获学士

学位，１９７６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应用力学专业并获硕士学

位，１９８１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地球物理学专业并获博

士学位。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

究，１９８２年至今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工作，先后任

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２０１３年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

地球系统科学课程总监、教授，同年受聘为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黄庭芳教授的主要研究兴趣为岩石力学，着重于地震力学以及岩石力学在能源

资源和环境科学中的应用。他采用高压变形实验，定量的显微构造描述和理论分析，

从宏观现象和微观机制 ２个角度研究岩石变形和流体的性质。先后在包括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ａｔｕｒｅ在内的国际刊物发表论文 １４０多篇，总被引用大于 ３５００次。曾任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期刊副主编，圣安德烈斯断层深部探测 （ＳＡＦＯＤ）顾问、美国

地质调查局美国国家地震减灾计划基金评审委员，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地球材料物

性委员会主席。现任 《地震学报》英文版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编委。

１９８６年获得由美国国家岩石力学委员会颁发的基础研究奖；２００３年获得由纽约

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颁发的学术和创新活动杰出贡献校长奖；２０１０年获得由欧洲地球

物理联合会颁发的路易·奈耳勋章。

３、国 （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２８日，美国地质调查局 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Ｈｕｄｎｕｔ研究员访问实验

室，做了题为 “ＬｉＤＡＲ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的报告。

２）２０１３年 ２月 １—２８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生 ＡｕｓｔｉｎＥｌｌｉｏｔｔ访问实

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和实验研究，做了题为 “Ｒｅｐｅａｔ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ＬｉＤＡＲｓｃａｎｓｏｆｔｈｅＡ

ｐｒｉｌ４，２０１０Ｍ７２ＥｌＭａｙｏｒＣｕｃａｐａ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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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１３年 ３月 １５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地球与行星科学系 ＥｍｉｌｙＥ．

Ｂｒｏｄｓｋｙ教授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ｉｄｅａ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

的报告。

４）２０１３年 ３月 １９日，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王克林研究员访问实验室。

５）２０１３年 ４月２２—２６日，荷兰乌德勒支大学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ｍｅｓＳｐｉｅｒｓ教授访问

实验室，开设研究生课程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ｒｏｃｋ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ｓ”，并做

了题为 “Ｔｗｏ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ｆａｕｌ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ｇａｔｈ

ｒｕｓｔｓ”的报告

６）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前挪威国家测绘局研究室主任ＢｅｎｔｅＬｉｌｊａＢｙｅ研究员访问

实验室，做了题为 “Ｇｌｏｂａｌ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ｏｆ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的报告。

７）２０１３年 ５月 ３—２３日，美国锡拉丘斯大学 ＧｒｅｇｏｒｙＨｏｋｅ助理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云南部分地区开展野外考察。

８）２０１３年 ５月 ３—２３日，美国锡拉丘斯大学博士后 ＤｅｖｉｎＭｃＰｈｉｌｌｉｐｓ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云南部分地区开展野外考察。

９）２０１３年５月９—３１日，美国锡拉丘斯大学博士生 ＧｒｅｇｏｒｙＫａｒｌＷｉｓｓｉｎｋ访问实

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云南部分地区开展野外考察。

１０）２０１３年 ５月 ９—３１日，美国锡拉丘斯大学硕士生 ＶｉｃｋｙＷａｎｇ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并赴云南部分地区开展野外考察。

１１）２０１３年 ６月４日—７月７日，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博士生 ＡａｒｏｎＢｕｆｅ

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和野外考察。

１２）２０１３年 ６月 １４日—７月 ５日，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 ＣｌａｉｒｅＣｕｒｒｉｅ助理教授

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ｐｌａｔｅａｕｘ”的报告，并赴龙门山地区开展野外地质调查工作。

１３）２０１３年 ６月 １４日—７月 ５日，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博士生王慧琳访问实验

室，做了题为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ｓ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ｅｌｔ”的报告，并赴

龙门山地区开展野外地质调查工作，。

１４）２０１３年 ６月 １９日，美国哈佛大学 ＪａｍｅｓＲｉｃｅ教授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ｒａｐｉｄｓｈｅａｒ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的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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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０１３年 ６月 ２０日—７月 ７日，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博士生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交流和野外考察。

１６）２０１３年 ６月 ２５日—７月 １１日，丹麦技术大学博士后 ＲｅｚａＳｏｈｂａｔｉ访问实验

室，开展合作交流和野外考察，做了题为 “ＯＳ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ｄ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ｃｋｓｕｒｆａｃｅｓ”的报告。

１７）２０１３年 ６月 ２８日—７月 ７日，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Ｄ．Ｗ．Ｂｕｒｂａｎｋ

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交流和野外考察。

１８）２０１３年 ７月 ２—１１日，瑞士洛桑大学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Ｈｅｒｍａｎ教授访问实验室，并

开展联合野外考察。

１９）２０１３年 ７月 ２—１１日，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博士后 ＰｉｅｒｒｅＶａｌｌａ访问实验

室，并开展联合野外考察。

２０）２０１３年 ７月 ５日，美国阿拉斯加大学 ＪｅｆｆＦｒｅｙｍｕｅｌｌｅｒ教授访问实验室，做

了题为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ｓｌｉｐｅｖｅｎｔｓ”的报告。

２１）２０１３年 ７月 ８日，美国密苏里大学刘勉教授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青藏

高原的隆升、扩展、及地震：地球动力学解释”的报告。

２２）２０１３年 ７月 ２９—３１日，美国德州 Ａ＆Ｍ大学 ＢｅｎｃｈｕｎＤｕａｎ教授访问实验

室，做了题为 “Ｕｓ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ｕｐ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Ｔｏｈｏｋｕ，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的报告。

２３）２０１３年 ８月 ７—２３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ＥｒｉｃＣｏｗｇｉｌｌ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缘阿尔金山山前开展野外地震地质科

学考察。

２４）２０１３年 ８月 ７日—９月 ２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生 ＡｕｓｔｉｎＥｌｌｉｏｔ

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缘阿尔金山山前开展野外地

震地质科学考察。

２５）２０１３年 ８月 ７—２３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生 Ｊｏｈｎ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访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缘阿尔金山山前开展野外地震

地质科学考察。

２６）２０１３年 ８月 １０—２７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ＭｉｃｈａｅｌＯｓｋｉｎ教授访问

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缘阿尔金山山前开展野外地震地

质科学考察。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２７）２０１３年 ９月 ９—１３日，德国波茨坦地球科学中心 （ＧＦＺ）地震学分部主任

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Ｔｉｌｍａｎｎ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讨论，并做了 ２个学术报告，

题目分别为① “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ａｂｅｓｔｉａｒｙ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②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１０Ｍａｕｌ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ｗｉｔｈ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ｄｏｕｂｌｅ

ｄｏｗｎｄｉｐ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２８）２０１３年 ９月 ２８—２９日，丹麦奥胡斯大学 ＡｎｄｒｅｗＭｕｒｒａｙ教授访问实验室，

做了题为 “ＣａｎＩｔｅｌｌｉｆｍｙｓａｍｐｌｅｉｓｗｅｌｌｂｌｅａｃｈｅ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ｔｏｓｉｎｇｌｅｇｒａｉｎｄａｔｉｎｇ”

的报告。

２９）２０１３年 ９月 ２８—２９日，丹麦技术大学博士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Ｔｈｉｅｌ访问实验室，

做了题为 “Ｗｈｅｎｗａｓ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ｌａｓｔｉｃｅｆｒｅｅ？”的报告。

３０）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９—１６日，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 ＳｈｅｒｍａｎＳｅｍｅｎ教授访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讨论。

３１）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９—１６日，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ＢｏｒｎｉａｋｏｖＳｅｒｇｅｉ教授访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讨论。

３２）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１９日—１１月 ２日，英国牛津大学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ａｌｋｅｒ教授访问实

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山西北部与河北西北部断陷盆地群开展野外工作。

３３）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１９日—１１月 ２日，英国牛津大学博士生 ＴｉｍＭｉｄｄｅｔｏｎ访问实

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山西北部与河北西北部断陷盆地群开展野外工作。

３４）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２０—２７日，荷兰乌德勒支大学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ｍｅｓＳｐｉｅｒｓ教授访

问实验室，参加断层与地震动力学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做了题为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ｏｒｅｆｌｕｉｄｓｏｎ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ｓｌｉｐ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ｇｏｕｇ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ｓ”的报告。

３５）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０—２７日，荷兰乌德勒支大学 ＡｎｄｒéＲｉｋ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助理教授

访问实验室，参加断层与地震动力学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做了题为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ＲＳ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的报告。

３６）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０—２７日，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博士后 ＪｏｎＥｒｉｋ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访问

实验室，参加断层与地震动力学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做了题为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ｏｒｅｆｌｕｉ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ｏｌｏｍｉｔｅ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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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０—２７日，荷兰乌德勒支大学 ＯｌｉｖｅｒＰｌüｍｐｅｒ助理教授访问实

验室，参加断层与地震动力学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做了题为 “Ｍｉｃｒｏａｎｄ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ｓ”的报告。

３８）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０—２７日，荷兰乌德勒支大学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ＨｕｂｅｒｔｕｓＰｅｔｒｕｓＤｅ

Ｂｒｅｓｓｅｒ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参加断层与地震动力学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

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做了题为 “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ａｕｌｔ：ｍｉｃｒ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的报告。

３９）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０—２７日，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博士生 ＢｅｒｅｎｄＡｎｔｏｎｉｅＶｅｒｂｅｒｎｅ

访问实验室，参加断层与地震动力学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做了题为 “Ｎａｎｏ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ｓｌｉｐｚｏｎｅｓｉｎｃａｌｃｉｔｅ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ｓｈｅａｒｅｄａｔｓｕｂ

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ｄ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ｍｉｒｒｏｒｌｉｋｅｓｌｉｐ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ｕｐ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的报

告。

４０）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０—２７日，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博士生 ＥｌｉｓｅｎｄａＢａｋｋｅｒ访问实

验室，参加断层与地震动力学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做了题为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Ｏ２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ｃａｐｒｏｃｋ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ｃｏｎｔｅｎｔ”的报告。

４１）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０—２７日，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博士生 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ａ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ｅ

Ｐｌｕｙｍａｋｅｒｓ访问实验室，参加断层与地震动力学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

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做了题为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

ｈｙｄｒｉｔｅ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的报告。

４２）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０—２７日，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博士生 ＡｒｅｎｄｊｅＪｏｚｉｎａＬｏｕｉｓｅ

Ｂｕｉｊｚｅ访问实验室，参加断层与地震动力学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ｇ

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做了题为 “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ｒｕｐ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的报告。

４３）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０—２７日，日本广岛大学博士生 ＭｉｃｈｉｙｏＳａｗａｉ访问实验室，

参加断层与地震动力学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做

了题为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ｇｌａｕｃｏｐｈａｎｅｓｃｈｉｓｔ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４４）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１—２６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李振洪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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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题为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报告。

４５）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后佟啸鹏访问实验室，

做了题为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ｙｃｌ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ｏｍＧＰＳａｎｄＩｎ

ＳＡＲ”的报告。

４６）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３１日，德国波茨坦地学中心 （ＧＦＺ）汪荣江教授访问实验室，

做了题为 “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ｂｙｊｏｉｎｔｕｓｅ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ＧＰＳａｎｄａＭＥＭ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的报告。

４７）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６—２０日，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活断层与地震中心北岛弘

子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四川龙门山地区开展野外工作。

４８）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１１日，德国波茨坦地学中心 （ＧＦＺ）夏耶教授访问实验室，

做了题为 “干涉雷达几个关键技术探讨”的报告。

４９）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２３日—１２月 １０日，丹麦技术大学博士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Ｔｈｉｅｌ访问

实验室，做了题为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ＳＬｄａｔ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ｆｒｏｍ

Ｓｖａｌｂａｒｄ，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ａｎｄＪａｐａｎ”的报告。

５０）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１６日，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董品亮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ＬｉＤＡＲｄａｔａ，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ｅ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ａｍａｇ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的报告。

５１）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日本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 ＭａｋｏｔｏＵｙｅｓｈｉｍａ副研究员访

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ｂａｃｋａｒｃｓｉｄｅｏｆＣｈｕｂ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Ｊａｐａｎ，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Ｔｓｕｒｖｅｙ”的报告。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３年度报告　　

美国哈佛大学 ＪａｍｅｓＲｉｃｅ教授访问实验室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地球与行星科学系 ＥｍｉｌｙＥ．Ｂｒｏｄｓｋｙ教授访问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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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乌德勒支大学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ｍｅｓＳｐｉｅｒｓ教授为研究生授课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 Ｓｈｅｒｍａｎ院士和 Ｂｏｒｎｉａｋｏｖ研究员访问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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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波茨坦地球科学中心 （ＧＦＺ）地震学分部主任 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Ｔｉｌｍａｎｎ教授访问实验室

德国波茨坦地球科学中心 （ＧＦＺ）夏耶教授访问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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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李振洪副教授访问实验室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生 ＡｕｓｔｉｎＥｌｌｉｏｔｔ访问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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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博士生 ＡａｒｏｎＢｕｆｅ访问实验室并开展野外地质考察

４、实验室人员出国 （境）情况

１）２０１３年 １月 ２８日—３月 ２日，詹艳研究员赴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物理系开

展合作交流。

２）２０１３年 ３月 １５日—５月 １４日，张会平副研究员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开展合作交流，做了题为 “开展川西地区地貌研究”的报告。

３）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２１日，陈杰研究员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开展合作交流，

做了题为 “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ｏｍｉｎｇ，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

ｉｒ”的报告。

４）２０１３年 ３月 ２５日—４月 ６日，刘静研究员赴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院开展

合作交流。

５）２０１３年４月７—１２日，王伟涛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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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ｃ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Ｓｉｋｏｕｚｉｓｅｃ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的报

告。

６）２０１３年４月７—１２日，博士后肖萍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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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大会 （ＥＧＵ），做了题为 “ＩｓｔｈｅＤｏｎｇｇｏｕ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Ｅａ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Ｍｏ

Ｂｅｌｔ，ＣｈｉｎａＨｉｇｈｌｙ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ｉｎＦｌｕｏｒｉｎｅ？”的报告。

７）２０１３年４月７—１２日，郑文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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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ｌｉＳｈａ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ＮＷ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ｎｏｒｔｈｗａｒ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

ｅａｕ”的报告。

８）２０１３年 ４月 １６日，特聘外籍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荷兰参加 “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Ｗｏｒｋｓｈｏｐ”，做了题为 “Ａｒｅｗ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

ｆａｕｌｔｍｏｔｉｏｎａｔｄｅｐｔｈｓｂｙ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的报告。

９）２０１３年 ４月 ２２—２７日，陈九辉研究员赴法国卡尔热斯参加地震环境噪声成

像与监测研讨会 （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１０）２０１３年 ５月 １日—１０月 ２８日，周永胜研究员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德国地

球科学研究中心访问。

１１）２０１３年 ５月１９日－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特聘外籍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

赴日本千叶参加 “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做了题为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２０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ｆａｕｌ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的报告。

１２）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３—２９日，陈建业助理研究员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参加亚洲大

洋洲地球科学学会－西太平洋地球物理学会联合大会 （ＡＯＧＳＡＧＵ （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做了题为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ｅａｋ

ｅｎｉｎｇ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的报告。

１３）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３—２９日，杨晓松研究员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参加亚洲大洋洲

地球科学学会－西太平洋地球物理学会联合大会 （ＡＯＧＳＡＧＵ （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做了题为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ｎｕｎｉ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ａｎｄ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的报告。

１４）２０１３年 ７月 ２１—２６日，屈春燕研究员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 ＩＥＥＥ国际地

球科学与遥感国际研讨会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３），做了题为 “Ｓｌｏｗ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ＰＳＩｎＳＡＲ”的报告。

１５）２０１３年 ７月 ２９日—８月 ３日，郭飚副研究员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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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１６）２０１３年 ８月 １９日—１１月 １６日，任治坤副研究员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本京都

大学访问，做了题为 “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

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的报告。

１７）２０１３年 ８月 ３１日—９月 ９日，陈杰研究员赴瑞士洛桑大学开展合作交流，

做了题为 “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ＩＲＳＬ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ＫｏｎｇｕｒＳｈａ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ｍｉｒ，Ｃｈｉｎａ”

的报告。

１８）２０１３年 ８月 ３１日—９月 ９日，博士后覃金堂赴瑞士洛桑大学开展合作交

流。

１９）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５—２０日，甘卫军研究员赴尼泊尔参加南亚和中亚地震学和地

震工程区域合作国际研讨会。

２０）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３—７日，周永胜研究员赴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开展合作交流，

做了题为 “Ｃｒｅｅｐｏｆ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ｇａｂｂｒｏｕｎｄｅｒｄｒｙａｎｄｗｅ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２１）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６—３０日，刘力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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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野外考察。

２２）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６—３０日，刘培洵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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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野外考察。

２３）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６—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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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野外考察。

２４）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８日，甘卫军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全球大地测量观测系统

（ＧＧＯＳ）协调委员会年会，做了题为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２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１３日，甘卫军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

２６）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９—１３日，博士后 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Ｔｏｇｏ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

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

做了题为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ｕｎａｗａ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ｓａｏｌｉｎｇ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１９９９Ｔａｉ

ｗａｎＣｈｉＣｈ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的特邀报告。

２７）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１３日，刘彩彩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３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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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９—１３日，刘静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做了题为

“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ｌｔＬａｋｅｓｉｔｅ，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

Ｃｈｉｎａ”的报告。

２９）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１３日，郭飚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３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

刘力强研究员、刘培洵副研究员和博士生卓燕群赴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

构造物理实验室开展短期合作实验及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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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会平副研究员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并参加野外实习课程

任治坤副研究员赴日本京都大学访问交流

５、实验室承办的大型会议

１）汶川地震科学研讨会

受中国地震局科学技术司委托，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２０１３年 ８月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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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日在北京组织召开 “汶川地震科学研讨会”。来自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

壳应力研究所、地震预测研究所、台网中心、地球物理勘探中心、第二形变监测中

心、四川省地震局、云南省地震局、甘肃省地震局及湖北省地震局、地震动力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等多家单位的约 ９０余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实验室主任张培震研究

员出任会议主席。

会议开幕式

２）断层与地震动力学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２—２４日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举行了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与乌德勒支大学双边 “断层与地震动力学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Ｆａｕｌ

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会议由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来自乌德勒支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北京大学地空学院、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４０多位科研人员

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席为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和荷兰乌德勒支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 Ｃ．Ｓｐｉｅｒ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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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合影

参观实验室

６、实验室开放活动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响应科技部号召，积极主动开展公众开放活动。

２０１３年 ５月 １２日是我国第 ５个 “防灾减灾日”，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２０１３

年 ５月 ９—１０日面向社会开放。

１０日上午，重点实验室接待了 ２０多名社会群众的参观，实验室科技人员向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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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讲解了实验室大型仪器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并简要介绍了最新研究成果。讲解通

俗易懂，让公众近距离接触地震研究。

下午，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 ３５名师生到实验室参观学习。地震动力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张培震研究员介绍了地质所和重点实验室的组成和研究方向，以及近

年来实验室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许多学生对地震研究兴趣浓厚，积极提问。随后，

在实验室副主任陈杰研究员和刘静研究员的引领下，师生们参观了实验室的大型仪

器设备。科研人员通过实地操作、多媒体演示、展板讲解等方式，介绍仪器设备的用

途和使用方法，并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给予耐心解答。

实验室科研人员为参观者讲解

张培震研究员向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师生介绍研究所和重点实验室情况并合影

马瑾院士为前来参观的研究生解答问题
实验室科研人员讲解大型仪器设备的

用途和使用方法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３年度报告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第三部分

重 大 成 果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３年度报告　　
　☉

ＣＭＹＫ



第三部分：重大成果　　

汶川地震断层带的物理力学性质

实验室在国家科技部项目、国家基金项目及实验室专项经费的支持下，以汶川

地震机理为核心对龙门山断层带物理力学性质开展了系统研究，包括：对汶川地震

断裂带多个断层剖面进行了详细的地质调查，分析断层带内部结构，并采集了大量

断层岩样品；对断层岩样品进行了粒度、矿物组成和化学成分等一系列分析；对断层

岩物理性质和力学性质进行了实验研究，包括渗透率、连通孔隙度、压缩率、密度、

波速、总孔隙度、磁化率测量等，断层岩的高温高压低速摩擦实验，断层岩的高速摩

擦实验等；基于野外和实验室研究结果，对汶川地震带物理力学性质与地震机理进

行了探讨。

　　研究工作的主要进展如下：

１．提出了汶川地震断层带内流体－断层相互作用的模型，认为断层内的流体活动

和地震滑移会导致断层岩成分和结构发生变化：间震期碳酸盐矿物大量溶解造成断

层破碎带质量流失严重（高达 ６０％～８０％），震后由于断层“阀门”的开启，大量热液

流体矿物沉淀；间震期水岩反应致使碳酸盐的同位素组成发生变化，且热液流体的

活动使断层带逐渐富集蒙脱石，而同震滑动的生热效应使滑动带局部蒙脱石伊利石

化（图 １）。此外，断层岩的结构、粒度、成分等形成与汶川地震可能并无多少相关性。

图 １　汶川地震同震－间震期内断层岩成分演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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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地震断层由低渗的核部、高渗的破碎带以及含裂隙原岩组成。由于断层泥和

两侧原岩渗透率低，因此断层带内的流体活动局限在高渗的破碎带中 （图 ２）。汶川

地震断层泥具有极低的渗透率 （１６５ＭＰａ下为 ７３１×１０－２２ｍ２），因此在断层同震滑动

时会导致孔隙压急剧上升，从而造成断层弱化，此即同震热压作用。地震断层带 Ｖｐ

偏低 ２０％～５０％，源于大量孔隙和粘土矿物的存在。

图 ２　映秀－北川断裂带代表性渗透率剖面
（横虚线给出了可信渗透率下限，虚线箭头指示测量值为样品渗透率上限）

（ａ为平武县平溪村剖面，ｂ为北川县赵家沟剖面）

３．断层泥呈现出较弱的磁性，且以顺磁性的菱铁矿和纤铁矿为主要磁性载体。

磁滞回线和热磁分析结果表明，断层摩擦生热产生的高温将足以使断层泥的磁学矿

物发生热分解，产生新的亚铁磁性矿物 （如磁铁矿或／和磁赤铁矿）（图 ３）。这一结

果为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 １号孔 （ＷＦＳＤ－１）中 ５９０ｍ的断层带 （ＦＺ５９０）高磁

化率异常提出了一种极为可能的解释，同时表明，该断层带在地震中至少经历了 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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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的高温。此外，地表新鲜断层泥的富集纤铁矿指示出新近断层滑动区域可能

处于一个氧化环境，断层围岩／角砾岩与断层泥磁性差异可能反映其形成方式或间震

期流体活动的差异。

图 ３　北川赵家沟剖面断层泥的磁滞回线和热磁分析结果

４．低速滑动条件下，断层泥的摩擦强度与弱粘土矿物和硬质矿物的相对含量有

关。当断层泥中伊利石和蒙脱石等粘土矿物的含量越高时，断层泥的摩擦系数值越

小 （图 ４）。此外还发现了有机碳对断层泥摩擦滑动特性的影响与粘土矿物类似，会

显著地弱化断层泥的摩擦强度 （图 １）并提高其摩擦滑动的稳定性。在断层的摩擦

滑动稳定性方面，富含碳酸盐矿物断层泥在 １００～１５０℃的温度条件和较慢的滑移速

率条件下 （＜０２４４μｍ／ｓ）会表现出近速度弱化的摩擦滑动行为，而其它的富含粘土

矿物的断层泥均表现出稳定的、速度强化的摩擦滑动行为 （图 ５）。

５．断层岩在高速摩擦滑动下表现出显著的滑移弱化，在地震滑动速率下，干燥

条件的稳态摩擦系数均小于 ０２（图 ６），在含水条件下更低；这种极低的稳态摩擦

系数几乎不依赖于断层泥的矿物组成及粘土含量。断层泥在高速滑移下显著的滑移

弱化可极大地促进破裂的传播，也能够解释震后钻探观测到的温度异常较小的现象。

同时，断层在高速滑移停止之后，其强度随着滑动面上温度的降低能够很快地恢复

（图 ６），这种快速的强度恢复支持地震破裂是以自愈合滑动脉冲方式扩展，对稳定断

层的摩擦滑动、减少余震也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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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汶川地震断层带断层泥的摩擦系数随粘土含量的变化趋势。图中的虚线是石
英和伊利石混合断层泥的摩擦系数随粘土含量变化的拟合曲线，实线是石英和蒙脱

石混合断层泥的摩擦系数随粘土含量变化的拟合曲线。红色的空心方块表示将

　　　　　　　有机质含量并入到粘土含量之后所对应的摩擦系数值

图 ５　断层泥的速度依赖性 （ａ－ｂ）随温度变化趋势图。图中的 （ａ－ｂ）值是所有速
率切换台阶得到的 （ａ－ｂ）的平均值。其中，富含碳酸盐矿物断层泥 ＰＸ－２和含有机
碳断层泥 ＰＸ－３的 （ａ－ｂ）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小。而其他富粘土矿物断层泥的
　　　　　　　 （ａ－ｂ）值在实验温度范围内无明显的温度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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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ａ）汶川地震断层带南段、中段和北段３个代表性露头上５种断层泥样品的峰
值 （μｐ）和稳态 （μｓｓ）摩擦系数随滑动速率的变化趋势。 （ｂ）干燥条件下断层泥

　　　　　　　经历高速摩擦滑动后的强度 （摩擦系数）恢复与滑动面降温随时间的变化

围绕研究工作已在 ＪＧＲ、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ＳＳＡ等国际核心期刊和 《中国科学》、

《地球物理学报》等国内重要刊物发表论文 ２０余篇，研究成果已被国内外学者广为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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