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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实验室工作报告　　

一、研究水平与贡献

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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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项，包

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等国家级研究课题 ８５项，其中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 ２８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５３项。２０２１年牵头申请的 １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开

始实施，申请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１４项获得资助。

２０２１年，实验室固定人员、流动人员和研究生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２６６篇，其中被 ＳＣＩ收录或被 ＳＣＩ和 ＥＩ同时收录论文 １６９篇，被 ＥＩ收录论文 ３５篇

（不含ＳＣＩ和ＥＩ同时收录）。其中，在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自然指数收录期刊发表论文２６篇，

占实验室发表论文总数的 ９８％；在中国卓越科技期刊发表论文 ２５篇，占实验室发

表论文总数的 ９４％。依据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最新 ＪＣＲ论文分区 （升级

版），实验室在综合类和地学领域 １区期刊发表论文 ３２篇，Ｔｏｐ期刊发表论文 ８３篇，

２区期刊发表论文８７篇，分别占实验室发表论文总数的１２％、３１２％和３２７％。出版

学术专著１本，在国内外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３篇。本年度实验室人员以第一作者在

国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３０余篇，在国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８０余篇，与

其他研究机构人员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共同展示论文 ２０余篇。

何昌荣研究员在 “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

届学术年会”作大会特邀报告，单新建研究员在 “第十届天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

会”作大会特邀报告。１０名科研人员分别在 “第十七届中国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

年学术讨论会”、“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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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年会”、“第十届天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会议上作专题特邀报告。

２０２１年，实验室获发明专利２项，实用新型专利７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书 ３项，作为主要人员参与制定江苏省地方标准 １项。

实验室先后派出科研人员对新疆阿克苏５４级地震、云南漾濞６４级地震、青海

玛多７４级地震的震区开展科学考察，快速产出了一批科研成果，为地震应急处置提

供了支撑。

２０２１年，实验室获得 “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实验室人员牵

头完成的研究成果 “帕米尔－西昆仑—南天山会聚带新构造变形与强震研究”获

“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一等奖，牵头完成的研究成果 “汶川地震断层

带物理力学性质与地震发生机理”和 “青藏高原东缘地壳深部变形与汶川地震

（ＭＷ７９）的密集宽频带台阵研究”获 “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二等奖；

实验室人员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取得的 ２项研究成果 “喜马拉雅东构造结南迦巴瓦地

区地震安全性评价关键技术研究”和 “地壳形变动态过程与强震孕育特征研究”获

“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二等奖。活动构造研究团队、构造物理与地震机

制研究团队获 “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工作优秀奖”。

王敏研究员等在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发表的论文

“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ｓ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ｈ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和马严副研究员等在学术期刊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发表的论文 “Ｐｌｉｏ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ＩｒｔｙｓｈＲｉｖｅｒｉｎＪｕｎｇ

ｇａｒ，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ｉｂｅｒｉａｎＡｒｃｔｉｃｒｉｖ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ｍｐａｃｔ”被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ＡＧＵ）的通讯杂志 ＥＯＳ选为研究亮点。李涛

研究员的论文 “Ａ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ａｎｄｄｏｗｎｄｉｐ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ＦｒｏｎｔａｌＴｈｒｕｓｔａｎｄｉ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１９８５ＭＷ６９Ｗｕｑ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和王志伟博士的论文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ｇａｓｆｉｅｌｄ”分别

获得 “第十二届李善邦青年优秀地震科技论文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博士生李彦川

的学位论文 “基于空间大地测量的断裂耦合特征及机制研究”获 “中国地球物理学

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新疆帕米尔陆内俯冲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获得科技部正式批准。以实验室

为依托建立的 “地震动力学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顺利通过科技部评估，获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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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截至 ２０２１年底，在实验室工作的固定人员为 １１２人，全职特聘人员 ２名 （闻学

泽、杨晓松），其中研究人员 ９５人 （含特聘研究员 ２人），技术人员 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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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为主，其中正高级人员 ３８人

（含特聘研究员 ２人），副高级人员 ５４人；在学历结构上以高学历者为主，其中具有

博士学位 １０１人，硕士学位 ８人；在年龄结构上以中青年人员为主，其中 ４５岁以下

人员７５人。研究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１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１人，国

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１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３人，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人选 １人，９７３首席科学家 １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 ３人。

２０２１年，实验室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依托国家人才计划，从海外引进了１名

优秀青年科技人员 （陈建业）。张会平研究员、张国宏研究员和李涛研究员分别入选

“中国地震局领军人才”、“中国地震局骨干人才”和 “中国地震局青年人才”。２名

青年科技人员晋升正高级岗位 （覃金堂、刘彩彩），８名青年科技人员晋升副高级岗

位 （ＭｕｒａｔＴａｎｅｒＴａｍｅｒ、成里宁、李新男、马旭、魏传义、姚文明、张佳伟、张玲）。通

过公开招聘方式，新增 ８名青年科研人员 （ＭｕｒａｔＴａｎｅｒＴａｍｅｒ、成里宁、马旭、魏传

义、张佳伟、张玲、卞爽、杨文心），其中 １名 （ＭｕｒａｔＴａｎｅｒＴａｍｅｒ）为从海外引进的

外籍高端人才。实验室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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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新冠疫情影响，２０２１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派出 １名

博士研究生 （雷蕙如）前往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学习。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推进国际化教育工作，１０月 １１—２１日，实验室外籍职

工 ＭｕｒａｔＴａｎｅｒＴａｍｅｒ副研究员为研究生讲授地质学及地质热年代学短期课程，采取

线下和线上的方式同时授课。不仅为同学们提供了体验国外高校研究生教育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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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同时也使同学们有一个拓宽研究视野、接受专业英语教育的机会。

２０２１年，实验室共有 ２５名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学位 （其中博士 １１人；硕士 ９人；

联合培养硕士 ５人），出站博士后 ６人。截至 ２０２１年底，实验室在读研究生 １２４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 ７２人，含联合培养博士生 ５人；硕士研究生 ５２人，含联合培养硕

士生 １２人），在站博士后２１人。４名研究生 （赵德政、张迎峰、喻国、李成龙）获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１名研究生 （李彦川）获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优秀博士论文奖”。

三、开放与合作交流

１、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情况

　　实验室主任张培震院士、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参与了 “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

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中国地球科学联合会学术年

会”（因疫情延期）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实验室多名科研人员作为召集人在国内外

学术大会上组织了多个专题。在 “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

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上，何昌荣研究员应邀作了题为 “断层亚失稳阶段地震成

核过程与前兆：物理基础与观测实例”的大会特邀报告，单新建研究员在 “第十届

天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大会特邀报告。１０名科研人员分别在 “第十七届中国

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

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第十届天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会议上作专

题特邀报告。

２０２１年，实验室６名科研人员参加了全国或地区地震趋势年中会商会，５名科研

人员在中国地震局主办的 “分析预报地震地质基础理论和方法培训班”开设专题讲

座和指导野外考察，１名科研人员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地质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办的 “全国 《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教学研修班”为青年教师作示范课，２名科

研人员在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主办的 “第一届岩石破裂过程预报竞赛”中获优

胜奖。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研究生实地或线上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１６０余人次，赴国内

科研机构开展学术交流 ５０余人次。受国内外新冠疫情影响，除 １名博士研究生赴荷

兰乌得勒支大学学习外，无人赴国外实地参加合作研究、学术考察和国际学术会议。

实验室多项课题的执行过程中需开展国际合作，受疫情影响，实验室与国内外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大多以网络会议等线上形式开展。２０２１年，来自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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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研机构的 ２名科研人员，以及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 １０余名科研人员来

实验室实地开展学术交流。实验室通过视频会议研讨，与蒙古国科学院天文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

２、公众开放活动情况

（１）公众开放日

　　为推动向全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地震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积极推进公众开放活动。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１２日是中国第 １３个全国防灾

减灾日，主题是 “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５月 ８—１４日为防灾减

灾宣传周。

５月 ７—８日，由中国地震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司、科技部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管理中

心主办的 “第二届防灾减灾宣传周暨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网络论坛”在依托单位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召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办了此次会议。会议由

何宏林研究员主持，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武汉大

学、中南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成都理工大学和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 ８

位专家学者先后作了学术报告。实验室张国宏研究员以地震预警为主线，介绍了高

频 ＧＮＳＳ与传统地震学相融合在地震预警中的应用潜力，展示了相关研究成果。本次

会议兼顾科普与学术，旨在促进全社会对防灾减灾工作的理解和认识，召开方式为

线上线下相结合，吸引了近 ２００名同行学者参加，扩大了相关学科知识的传播。

５月 １２日上午，实验室与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相关人员共同开展

“地震科普进社区、进课堂”活动。张国宏研究员前往中国科学院第四幼儿园，向百

余名幼儿和教职工传播地震基础知识，受到热烈欢迎。中午，中国科学院第四幼儿园

教职工来实验室交流参观，张国宏研究员讲解了地震知识和应急措施，郭彦双、覃金

堂和庞建章３位副研究员结合实验设备和展板，实地介绍地震研究方法和目标，使幼

儿园老师们加深了对地震及应急的了解，近距离感受地震科学研究工作，为幼儿教

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科学素材。

（２）教育实习基地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历来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２０２１年先后 ３次分别

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和防灾科技学院提供教育实习基地。

４月 ２４日，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 《岩石物理学》课程安排，该校 ３０多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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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验室开展课程实习活动。首先杨晓松研究员简要介绍了高温高压岩石物理实验

室的概况，随后在段庆宝副研究员、陈进宇助理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的指导下，同学们

先后完成了岩石渗透率和岩石弹性波测量实验。

５月 ２９日，３０多名中国科学院大学地学领域研究生来实验室参观实习。首先，

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向同学们介绍了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概况、研究

方向和最新研究成果，周永胜研究员等人引领大家参观了构造物理实验室，介绍了

该实验室发展历程和工作成果。随后，在姚路副研究员、郭彦双副研究员等科研人员

的指导下，同学们先后完成了岩石单轴压缩破裂、断层泥双剪粘滑和辉长岩高速旋

转剪切摩擦等实验。

在以上 ２次实习过程中，研究生们认真聆听、踊跃提问，与研究人员探讨相关研

究的背景、研究动态及相关实验技术的发展趋势等，对这些室内实验研究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经过此次活动，研究生们对构造物理学、实验地震学等学科的实验研究目

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为今后从事相关研究工作奠定了

基础。

８月 ２日下午，防灾科技学院 ５名大学生来实验室开展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实验

室副主任张会平研究员向学生们简要介绍实验室的人员和组织情况，重点讲解了新

构造年代学实验室的研究目标和实验方法。随后在尹金辉研究员、杨会丽高级工程

师、马严副研究员的带领下，学生们依次参观了１４Ｃ测年、释光测年、钾－氩测年等实

验室。老师们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解说，不仅让学生了解了多种测年方法的专业知

识，也激发了他们对年代学学科的兴趣。之后，陈建业研究员带领大家参观了构造物

理学实验室，详细介绍了固体介质三轴实验系统、低－高速旋转摩擦实验机等实验仪

器的工作原理和实验过程，并耐心解答学生们在专业学习中的遇到的困惑，鼓励大

家更多地参与科研课题。本次活动，让本科阶段的大学生更直观地认识了地震科学

领域，开阔了眼界，提高了他们的科学素养，同时也让学生们进一步了解了地震动力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３）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实验室面向依托单位举办的 “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开放。７月 １９日，中国

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举办 “第五届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来自国内多所地学类高

校的 ２９名优秀大学生参加了本届夏令营。实验室陈九辉研究员在开营仪式上致辞欢

迎，随后营员们参观了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的多位科研人员导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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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就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大地测量学等领域作了精彩纷呈的报告，激发了同学们对

地球科学研究的兴趣。在之后的交流中，营员们就学术科研、导师教学、考研准备等

方面踊跃提问，导师们为营员们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提供了指导，针对营员们

提出的问题，从各专业领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详细的解答。结营仪式上，地质所所

长、实验室副主任单新建研究员给营员们介绍了地质所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脚踏

实地的科研作风、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并给每一位营员颁发了结业证书。此次活动

展示了实验室科研水平，推动同学们熟悉实验室学科和专业方向，了解学术前沿动

态，增加了对地震事业的关注，也让学生对以后的科研学习和学业规划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

（４）地震科普进社区、进校园

５月 １９日，谭锡斌研究员前往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开展地震科普宣传讲座。谭锡

斌研究员作了题为 “构造运动与水系变迁”的科普报告，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生动讲

述了中国大陆构造运动如何影响水系变迁，受到了中学生们的热烈关注和好评。报

告结束后学生们踊跃提问、积极讨论，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此次地震科普走进中学校园，不仅使中学生们学习了科学知识，更使他们了解

到地球科学研究的方法、过程和科学问题的思考方式，为他们心中播下未来职业方

向的种子。

３、科学传播情况

７月２７—２９日，由中国地震局、科技部、中国科协和河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第二届全国防震减灾科普大会”在河北唐山召开，大会主题是 “防灾减灾　科普

助力”。实验室 １０余名科研人员与依托单位相关人员共同参加了此次大会，并利用

自行制作的大型科普模型和科普展板，向公众介绍地震研究方法和原理。国内多家

重要新闻媒体对大会进行了报道。实验室通过参加此次大会，向社会公众传播了地

震科学研究知识，扩大了实验室的影响力。

郭彦双副研究员撰写了题为 “地震过程的实验室模拟”的科普文章，用浅显易

懂的语言介绍了如何通过室内实验探索地震发生的物理机制。该文章于 ２０２１年 １０

月 １２日发布在中国地震局网站 “２０２１年国际减灾日”专栏。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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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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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开放课题与地震系统、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１０多个单位开展合作研究。

受疫情影响，２０２１年来实验室开展合作实验研究的人员以国内研究学者为主，例如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的文宝萍教授及其学生、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的科研人员

等在实验室开展构造物理学实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开展钾长

石和石英矿物释光等效剂量测试等。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对外开放共享，为地震系

统及其它部门数 １０家单位的科技人员提供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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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基本科研项目经费为 ２７０万元，分别用于

支持实验室 ２０１９年设立的 ２项自主研究课题和新设立的 １０项自主研究课题，其中

本年度新设立的自主研究课题投入 ２４０５万元。本年度利用实验室自主课题共在国

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２４篇。

截至 ２０２１年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设立的 ４项自主研究课题提交了结题报告；２０１８

年及以前设立的 ５项自主研究课题因故延期。

由马严副研究员负责的 “基于宇宙成因核素年代学方法的新疆阿尔泰地区地貌

演化及其控制因素研究”课题以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演化为切入点，通

过对准噶尔盆地残留湖相地层的分布和上新世河流相沉积物的综合宇宙成因核素年

代学研究，将额尔齐斯河的形成时间限定在～２８Ｍａ，与北极海冰迅速扩张的起始时

间吻合。作为一条主要西伯利亚河流，额尔齐斯河的形成时间首次为西伯利亚河流

大型重组形成北冰洋河流的时间提供同位素年代学证据。同时，结合晚第三纪亚洲

中部蒙古高原、阿尔泰山及戈壁阿尔泰山隆升历史，额尔齐斯河的演化也展现了亚

洲形变下西伯利亚河流演化所产生的重要气候效应，完美诠释了 “构造—地貌—气

候”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由熊建国副研究员负责的 “柴达木盆地北缘构造变形与祁连山隆升历史”课题

选择祁连山和柴达木盆地作为研究区，利用低温热年代学、磁性地层学等方法建立

祁连山和柴达木盆地晚新生代变形、隆升过程，利用第四纪年代学和测量学约束祁

连山北缘断裂晚第四纪变形特征。结果表明中新世中、晚期以来，祁连山、西秦岭开

始快速隆起，为相关盆地提供了大量碎屑，且祁连山开始为黄土高原提供风成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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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纪以来，在祁连山及周缘山系持续隆升和气候恶化的双重影响下，祁连山为黄

土高原提供了最重要的物源供给；祁连山北缘断裂自中新世中晚期以来，可能以较

为稳定的速率活动。以上研究是对祁连山新生代隆升和变形研究内容的补充，对青

藏高原东北缘构造变形及其对地貌影响有了更全面、综合的认识，在地震危险性评

估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由张金玉副研究员负责的 “滇西北地区红河断裂北部尾端第四纪晚期滑动速率

与地震危险性”课题针对川滇块体西南边界红河断裂北部尾端拉张区，选择苍山山

前断裂和凤仪－定西岭断裂开展断层滑动速率研究，对重点位置开展无人机摄影测

量，测定断错地貌的位错量，综合运用宇宙成因核素以及碳十四和光释光等测年方

法限定位错累积时间。研究表明洱海西北侧上新庄河流阶地限定～２６４ｋａ以来断层

滑动速率的最小值为～１２ｍｍ／ｙｒ，龙首墙灰岩断面限定～１２ｋａ以来断层滑动速率的

最小值为 ～３５ｍｍ／ｙｒ，而西湖西侧温水村全新世 （～１０ｋａ）以来断层滑动速率 ～

０７ｍｍ／ｙｒ，１６ｋａ以来该位置断层明显活动。研究工作对川滇块体边界主要断裂走向

的延展性和运动学特征数据做了一定的补充。

由陈杰研究员负责的 “活动隐伏逆断裂研究方法初探”课题选择天山南北和西

昆仑山前的典型活动断层相关褶皱，重点对褶皱陡坎、弯滑断层陡坎及弯矩断层陡

坎开展了研究，确认了固满背斜是一膝折带迁移生长机制下的断弯褶皱，而非构造

楔褶皱，提出了西昆仑前陆冲断带晚第四纪变形的前锋是玛扎塔格褶皱冲断带这一

新观点。建立了基于地层或地貌面几何形态分析的枢纽迁移褶皱陡坎运动学新模型，

提出了利用该模型估算活动褶皱及隐伏逆断层缩短量的新方法，使无法获取高品质

地震反射剖面资料地区的活动褶皱定量化研究成为可能。对广泛发育却长期被忽略

的褶皱派生弯滑断层陡坎及弯矩断层陡坎的地貌表现、形成条件 （岩性、褶皱几何

形态和褶皱机制）及其在褶皱变形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建立了活动褶皱持

续生长过程中这两类断层陡坎形成演化的统一概念模型，补充和拓展了褶皱生长机

制和演化理论，提出了固满背斜北翼随时间迁移的活动轴面控制了弯矩正断层陡坎

的形成与演化这一新认识，为研究隐伏逆断层活动习性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

自主研究课题的设立为实验室针对重点研究区域开展持续深入的系统性研究提

供了支持，为探索性的科学研究创造了宽松自由的环境，为实验方法和技术相关的

创新研究开辟了空间，同时促进了实验室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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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开放基金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实验室共批准开放基金课题６项，资助总额１２４万元。课题负责人分别

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地震系统。２０１８年设立的 ６项开放基金课题中，有 ３

项提交了结题报告，其余 ３项因故申请延期，往年延期的 ６项课题提交了结题报告。

２０１９和 ２０２０年设立的 １３项开放基金课题均按计划实施。实验室资助的开放基金课

题本年度在国内外学术刊物表论文 ２９篇。

（１）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杨宏峰副研究员负责的 “全球地震的震源尺度

规律及其内在动力学机制”课题针对控制地震破裂传播的参数，包括孕震宽度、摩

擦参数，发展了约束发震断层摩擦参数的新方法，探讨了不同摩擦定律的影响，以及

断层破碎带和孕震深度对破裂尺度、摩擦参数估算的影响。提出了利用震间闭锁作

为约束，预测未来地震破裂尺度、震级和破裂情景的新方法；针对断层摩擦性质非均

匀的特征，提出了震源位置决定破裂尺度的新发现，为评估不同地震带可能地震危

险性带来了新思路。

（２）由苏州科技大学徐小波副教授负责的 “基于 ＣＲ的 ＳＡＲ相干点多层次联合

解算青藏高原东北缘断裂带震间微小形变研究”课题以角反射器 （ＣＲ）为研究基

础，利用 ＩｎＳＡＲ相干点 ＣＲ（Ｃｏｒｎ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ＰＳ（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ｒｓ）、ＤＳ（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ｒ）联合构网监测青藏高原东北缘断裂震间形变。基于三种不同类型

相干点 （ＣＲ、ＰＳ、ＤＳ）特征，研究 ＣＲ、ＰＳ、ＤＳ点联合构网解算监测青藏高原东北

缘海原、西秦岭北缘断裂震间微小形变。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分析了角反射器 （ＣＲ）

的强度、相位值及时序特征，得到 ＣＲ具有高强度、时序相位稳定特征；基于 ＣＲ时

序相位稳定特征，结合强度离差指数阈值法提出了高质量 ＰＳ点选取新算法；研究了

相干点大气相位校正方法；设计了相干点间不同层级的构网方式及震间微小形变解

算过程；利用 ＣＲ、ＰＳ、ＤＳ点逐级联合建立了一级、二级、三级形变监测网，监测断

裂带震间微小形变，对不同层级监测结果具体量化分析，对比分析、总结了不同联合

监测手段的技术特点及适用条件。基于形变监测结果采用震间位错模型初步反演了

断裂深部滑动速率、闭锁深度。本研究成果为研究区断裂活动提供数据支持，为 Ｉｎ

ＳＡＲ监测断裂震间微小形变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３）由江苏省地震局缪阿丽副研究员负责的 “模拟断层泥摩擦滑动速度依赖性

转换与声发射活动的实验研究”课题选择岩盐作为断层带介质，利用双轴摩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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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在含水条件下摩擦滑动的速度依赖性进行研究，同时利用新的声发射观测技术

观测和研究不同滑动方式下断层的声发射活动特征，并分析断层带的微观结构。研

究结果表明，含水岩盐断层带在伴随粘滑的速度弱化域和伴随稳定滑动的速度强化

域，摩擦过程中均产生了大量声发射事件；粘滑过程与稳滑过程中的声发射小事件

存在共同之处，即两者均表现为能级低；但粘滑过程中的声发射小事件的优势频率

既有低频 （１０ｋＨｚ左右）和中频 （１００ｋＨｚ左右），也有高频 （３７０ｋＨｚ左右），而在

稳定滑动过程中，声发射小事件的优势频率仅有低频和中频，缺少高频事件。这种差

异与两者变形主导机制的不同密切相关。在断层粘滑循环中声发射事件优势频率涵

盖了低频、中频和高频信号，接近摩擦峰值时声发射发生率明显增加，但高频事件减

少、中频和低频事件增加；进入亚失稳阶段后，声发射只有低频和中频信号，几乎不

再出现高频信号。这种差异与断层带变形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该研究对基于小震

活动判断断层的滑动方式、理解震颤等慢地震现象的物理机制以及识别断层是否进

入亚失稳阶段具有参考意义。

（４）由云南省地震局杨润海高级工程师负责的 “二维岩石波速场变化与应力应

变场关系的主动声发射源研究”课题在实验室利用重复加卸载开展了不同尺寸、不

同结构的花岗岩单轴和双轴的抗压实验。发展了高精度地震波速的干涉测量方法，

提高了波速测量精度和计算效率；提出了基于匹配滤波和曲波变换的联合降噪方法，

能较好的解决信号的低信噪比问题；利用 ＳＴＡ／ＬＴＡ方法识别岩石破裂试验中的声发

射事件，提高了声发射事件的识别精度和效率；对比循环加载下岩石内部介质能量

释放、应变、波速等变化规律，探讨了不同加卸载阶段岩石损伤状态，研究了不同统

计方法下岩石的声发射 ｂ值变化规律，探讨了岩石内部的损伤变化状态及岩石失稳

预警参数。该研究为更加深入的认识波速与应力应变场变化的时空分布相关关系提

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对探讨岩石的声发射重要参数动态变化与岩石破裂的关系，

提供了重要的物理认识。

（５）由北京大学沈正康教授负责的 “怒江断裂带现今构造形变与地质地震灾害

危险研究”课题于 ２０１８年完成怒江断裂沿线 １５个 ＧＰＳ监测台站的野外堪选和建站

工作，使得跨怒江断裂的 ＧＰＳ台站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空间分布，基本覆盖了怒江

断裂三个段落的近场、中场和远场。与该地区现有的 ４４个 ＧＰＳ流动台站开展联测，

共获取了 ３条跨怒江断裂剖面上的 ５８个 ＧＰＳ台站的流动观测数据，每个台站的观测

时间均不少于４８ｈ，为全面刻画怒江断裂形变场的空间分布及其地震危险性的分段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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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对于今后研究青藏高原的演化机制及相关地区运动变形模式

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６）由北京工业大学梁莲姬博士负责的 “新疆塔什库尔干晚第四纪堰塞湖湖相

沉积的古地震研究”课题选择帕米尔东北部塔什库尔干晚第四纪古堰塞湖湖相沉

积，开展了详细的软沉积变形构造研究，在该区湖相沉积地层中识别出与地震成因

有关的多种软沉积变形构造，主要包括与重力作用相关的软沉积变形构造 （负载构

造、滑动构造），与砂层液化作用相关的软沉积变形构造 （砂岩脉、液化滴状体、底

劈与枕状构造），复合变形构造 （触变泥岩柱、触变板块体、砂层液化－泥岩触变－滑

动构造）。根据区域构造背景和振动台模拟实验结果表明，该地区记录的软沉积变形

构造是由 Ｍ＞６级强地震引起，发震断裂可能为公格尔拉张系南部断裂。ＡＭＳ１４Ｃ年代

结果表明，软沉积物变形构造形成于 ２５７９０±９０ｙｒＢＰ和 ２１２７０±８０ｙｒＢＰ之间，指示

晚更新世时期该地区较强的断裂活动。该研究不仅为中国西部地区构造活动与区域

地球动力学提供基础依据，而且为塔什库尔干河下游下板地水库大坝的防震建设提

供了必要的地质背景。

（７）由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郝海健博士负责的 “断层面形貌与粘滑过程相关

性的实验研究”课题根据室内岩石加载实验产生失稳粘滑模拟地震破裂过程，开展

了摩擦面微观形貌与失稳滑动过程中的应力、应变场分布等的相关性研究，分析和

总结了破裂面几何形貌对破裂过程影响和控制的机制模型。在实验过程中，利用二

维几何分析方法与数字图像相关方法，分别对采集到的断层摩擦面形貌及记录位移

场的数字图像进行了处理，通过断层面形貌和同震位移场的相关性分析，获得了以

下新的认识：１）在相对平滑的断层面上，断层面微观形貌几何结构特征分布与破裂

过程位移场分布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关系，断层面粗糙度低值区域与粘滑阶段位移

场平行断层分量的高值区域相对应，呈现负相关关系；２）在粘滑事件的失稳阶段

中，位移场的分布与两个断层面粗糙度的组合有关，即两个断层面粗糙度低值区的

重叠部分对应闭锁区域 （凹凸体），位移场平行断层分量的高值区域；３）断层面形

貌几何结构特征与破裂过程位移场分布的相关性，在多次粘滑事件中具有连贯性，

不随加载条件的改变而变化。

（８）由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吴会胜博士负责的 “ＢＤＳ／ＧＰＳ实时单站地壳形

变监测方法与实现”课题鉴于 ＧＮＳＳ各系统不同频率、不同接收机类型的观测值特

性略有不同的特点，在分析不同观测值特性的基础上，结合几何信息与无几何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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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建立了实时单站 ＢＤＳ／ＧＰＳ周跳探测与修复方法，新方法在特殊小周跳探测与修

复方面具有优势。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多模 ＧＮＳＳ测速模型，基于实测数据验证了模型

的有效性；为获取可靠 ＧＮＳＳ速度信息，引入抗差估计，实现了毫米级同震速度提

取。针对历元间差分的残余误差影响所导致实时单站测速方法估计的位移存在漂移

的问题，研究了基于ＩＧＳＲＴＳ实时数据流服务的时域点定位方法，分析了实时单站测

速方法与时域点定位方法的联系与区别，并对 ２０１１年 “３１１”东日本大地震和 ２０１６

年新西兰南岛大地震进行了回溯性研究。基于上述理论研究，通过软件编码实现算

法并进行优化，基于面向对象思想及可视化技术，在 ＮＥＴ架构下研发基于 ＢＤＳ／ＧＰＳ

的实时单站地壳形变监测及预警系统，实现 ＧＮＳＳ监测站数据的实时接收并解码，实

时速度位移估计及显示，为决策者提供可靠的预警信息。

（９）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邵同宾博士负责的 “先存组构对叶蛇纹

岩韧性变形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及其对俯冲带地球动力学的指示”课题利用 Ｇｒｉｇｇｓ

型固体介质装置对面理化的贫铁叶蛇纹石 （岫玉）进行了一系列变形实验，并利用

扫描电镜对实验产物的形貌和物相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应力指数随温度或压力的

升高而降低，所有的样品表现出稳定的断层滑移，因此脱水没有直接触发地震，而且

在冷俯冲带叶蛇纹石在其稳定域内并不能够发生韧－脆性转变而触发地震。先前的研

究表明水或滑石或类滑石相可能会减小样品的速率依赖性，因此，提出在冷俯冲带，

剪切带核部细粒的叶蛇纹石可能会通过在剪切过程中产生这些相来触发地震。显微

结构观察表明样品不仅发育了由膝折、原始面理的弯曲以及团聚状纳米颗粒等指示

的韧性变形，而且发育了 Ｒｉｅｄｅｌ剪切、粉碎和显微破裂等脆性特征。因此，样品的变

形由半脆性机制控制。我们还发现叶蛇纹石在≥５５０℃的剪切条件下脱水分解成镁橄

榄石和顽火辉石，而在 ６００℃的压缩条件下仍然稳定，结合前人在静态压缩条件下进

行的相平衡实验测定的相变界信息，这一发现意味着变形几何学如压缩和剪切能够

改变叶蛇纹石的相稳定性。与最近同在 Ｇｒｉｇｇｓ装置上对面理化叶蛇纹石进行三轴压

缩变形实验的结果比较发现，另一变形几何学，即面理面关于最大压缩轴的方向也

可能会改变叶蛇纹石的相稳定性。在半脆性域，叶蛇纹石与橄榄石强度的比较表明

薄层的叶蛇纹石不足以造成俯冲板块和上覆地幔楔之间界面发生明显的解耦。

五、实验室大事记

１、国外对实验室研究成果的评价

　　７月，马严副研究员等发表于学术期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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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ｉｏ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ＩｒｔｙｓｈＲｉｖｅｒｉｎＪｕｎｇｇａｒ，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ＳｉｂｅｒｉａｎＡｒｃｔｉｃｒｉｖ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ｍｐａｃｔ”被美国地球物理

学会 （ＡＧＵ）的通讯杂志 ＥＯＳ选为研究亮点。

１１月，王敏研究员等发表于学术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

的论文 “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ｓ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

ｉｃ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被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ＡＧＵ）的

通讯杂志 ＥＯＳ选为研究亮点。

２、人员变动

１月，于贵华研究员退休；姚文倩助理研究员调离实验室；

２月，依托国家人才计划，从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引进的陈建业研究员正式进

入实验室工作；

６月，依托单位通过公开招聘方式，确定了 ＭｕｒａｔＴａｎｅｒＴａｍｅｒ、成里宁、马旭、魏

传义、张佳伟、张玲、卞爽、杨文心为实验室工作人员，８人出站或毕业后陆续进入

实验室工作；

７月，李博文助理工程师调离实验室。

３、其　他

５月，以实验室为依托建立的 “地震动力学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顺利通过科技

部评估，获评良好。

１０月，实验室荣获 “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由实验室研究人

员负责的 “新疆帕米尔陆内俯冲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获科技部正式批准；

１１月，张会平研究员入选 “中国地震局领军人才”；张国宏研究员入选 “中国

地震局骨干人才”；李涛研究员入选 “中国地震局青年人才”。

六、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２０２１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于 ２０２１年 ７月 ２６日在依

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２０４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和线上结合的方式举行，

在北京的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石耀霖、周力平、张培震、马胜利、吴建平、何建坤、

陈棋福、黄清华、刘俊来、任金卫、单新建、何昌荣在现场参加了会议，在外地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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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委员会成员陈晓非、刘静通过视频线上参加了会议，实验室及各研究单元负责人

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石耀霖院士和副主任周力平教授主持。实验室

主任张培震院士和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介绍了 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实验室运行和管理工作

情况，委员们围绕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并针对学术方向、团队建设、人才培养、环

境建设以及实验室重组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对 ２０２１年收到的

１０项自主研究课题申请进行了立项答辩，听取了申请人的汇报，并进行了质询，通

过评议和投票，确定对 ６项课题予以资助，４项课题需修改后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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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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实验室主任

２ 马胜利 男 １９６０．０３ 研究员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球物理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３ 陈　杰 男 １９６６．０２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４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研究员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５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６ 闻学泽 男 １９５４．１１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硕士 特聘研究员

７ 杨晓松 男 １９５９．０５ 研究员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特聘研究员

８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研究员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岩石力学 博士

９ 杨晓平 男 １９６２．０６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０ 汤　吉 男 １９６３．０３ 研究员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１ 王　萍 女 １９６４．０３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２ 何宏林 男 １９６４．０７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理学 博士

１３ 甘卫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８ 研究员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４ 王　敏 女 １９６４．１０ 研究员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测绘科学

与技术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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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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郝重涛 女 １９６５．１０ 研究员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６ 于贵华 女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硕士 ２０２１．０１退休

１７ 屈春燕 女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质学 博士

１８ 尹功明 男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９ 尹金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０ 周永胜 男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１ 陈九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３ 研究员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２ 詹　艳 女 １９６９．１２ 研究员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３ 李传友 男 １９７１．０４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４ 蒋汉朝 男 １９７３．０３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５ 肖骑彬 男 １９７４．０７ 研究员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质学 博士

２６ 孙建宝 男 １９７５．０７ 研究员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理学 博士

２７ 陈顺云 男 １９７６．０３ 研究员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８ 王丽凤 女 １９７６．０５ 研究员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９ 刘进峰 男 １９７７．０８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３０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研究员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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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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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宋小刚 男 １９７９．０６ 研究员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测绘科学

与技术
博士

３２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０８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３３ 魏占玉 男 １９８１．０５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３４ 鲁人齐 男 １９８２．０２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
博士

３５ 覃金堂 男 １９８３．０２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３６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０９ 研究员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１．０２来室

３７ 刘彩彩 女 １９８４．０３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３８ 李　涛 男 １９８５．０９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３９ 谭锡斌 男 １９８５．１２ 研究员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４０ 刘培洵 男 １９６３．０９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学士

４１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高工 其他 其他

４２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４３ 陶　玮 女 １９７１．１１ 副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４４ 王立凤 女 １９７３．０３ 高工 地球物理学 硕士

４５ 黄雄南 男 １９７４．０９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４６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副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４７ 王凯英 女 １９７６．０１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球物理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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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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副研

力学

（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博士

４９ 陈桂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２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５０ 郭　志 男 １９７７．０４ 副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质学 博士

５１ 刘云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９ 副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２ 张竹琪 男 １９８０．０９ 副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３ 张克亮 男 １９８１．０３ 副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４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０５ 副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５ 姚文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副研 机械工程 学士

５６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５７ 马　严 女 １９８２．０２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化学 博士

５８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０４ 高工 地质学 博士

５９ 胡　钢 男 １９８２．０６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理学 博士

６０ 尹昕忠 男 １９８３．０８ 高工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６１ 李　安 男 １９８３．１１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６２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高工 地质学 博士

６３ 王　英 女 １９８４．０６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６４ 石　峰 男 １９８４．０８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６５ 吴熙彦 女 １９８４．１０ 高工 地理学 硕士

６６ 龚文瑜 女 １９８４．１０ 副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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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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 苗社强 男 １９８４．１２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６８ 齐文博 男 １９８５．０９ 副研 机械工程 硕士

６９ 张　雷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７０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７１ 孙浩越 男 １９８６．０１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７２ 段庆宝 男 １９８６．０３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７３ 张　玲 女 １９８６．０４ 副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１．０７来室

７４ 王忠梅 女 １９８６．０５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７５ 葛玉魁 男 １９８６．０６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
博士

７６ 熊建国 男 １９８６．０８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理学 博士

７７ 袁兆德 男 １９８６．０８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７８ 姚　路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７９ 马　旭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矿业工程 博士 ２０２１．０８来室

８０ 卓燕群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８１
Ｍｕｒａｔ
Ｔａｎｅｒ
Ｔａｍｅｒ

男 １９８６．１１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１．０８来室

８２ 张金玉 女 １９８６．１２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８３ 李新男 男 １９８７．０１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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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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 焦中虎 男 １９８７．０２ 副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理学 博士

８５ 范佳伟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８６ 俞晶星 男 １９８７．１２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８７ 刘琼颖 女 １９８８．０６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８８ 毕海芸 女 １９８８．１２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理学 博士

８９ 马　玺 男 １９８９．０１ 副研

材料科学与工程

（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博士

９０ 王一舟 男 １９８９．０９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９１ 魏传义 男 １９９０．０３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１．０７来室

９２ 张佳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６ 副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
博士 ２０２１．０７来室

９３ 成里宁 男 １９９１．０５ 副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１．０８来室

９４ 王继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３ 助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质学 学士

９５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工程师 其他 其他

９６ 李海鸥 男 １９７５．１２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
博士

９７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助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９８ 蔡明刚 男 １９７７．１１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９９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工程师 地球物理学 硕士 实验室秘书

１００ 李　昱 女 １９８１．０２ 助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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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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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１ 梁诗明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助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０２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工程师 地质学 硕士

１０３ 董泽义 男 １９８４．０７ 助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０４ 武　颖 女 １９８５．０１ 工程师
仪器科学

与技术
硕士

１０５ 姚文倩 女 １９８５．０７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１．０１调离

１０６ 王　恒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０７ 刘　姣 女 １９８７．０９ 助研
现今构造变形图

像与强震危险性
地质学 博士

１０８ 李又娟 女 １９８８．０３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０９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工程师 地球物理学 硕士

１１０ 陈进宇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助研
构造变形机制与

强震发生机理
地质学 博士

１１１ 王　伟 男 １９８９．０２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１２ 苏　鹏 男 １９８９．０３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１３ 康　欢 男 １９９１．１０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１１４ 杨文心 女 １９９３．０２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１．１０来室

１１５ 卞　爽 女 １９９３．０９ 助研
活动构造习性与

强震发生规律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１．０７来室

１１６ 孙翔宇 男 １９９３．１２ 助研
岩石圈三维精细

结构与孕震环境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１７ 李博文 男 １９９４．１１ 研实员

力学

（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硕士 ２０２１．０７调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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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新增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陈建业，男，１９８３年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荷兰乌德勒支

大学博士。２００６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地质学理科基

地班，获学士学位；２００９年毕业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硕

士学位，同年入职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２０１１年和 ２０１３年分别

获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地震科技青年骨干人才培养项目、荷兰固体

地球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前往荷兰乌得勒支大学进行学习交流，

２０１５年 ３月获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２０１５年至 ２０２０年在荷兰乌特勒

支大学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于 ２０１８年赴日本京都大学访学 ３

个月。２０２１年受中组部青年人才项目资助回国，重点开展天然地震断层物性、滑动

稳定性和诱发地震的实验研究。研究方向包括：１）诱发、触发地震发生及破坏机理；

２）地震断层摩擦本构关系；３）岩石物理化学性质，包括极低渗透性；４）地震成核

及破裂扩展过程。以排名第一身份与合作者共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 “微观物理摩擦

理论”（即 Ｃｈｅｎ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Ｓｐｉｅｒｓ模型，简称 ＣＮＳ模型）。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发表

论文近５０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在 ＥＰＳＬ、ＪＧＲ、ＧＲＬ、Ｌｉｔｈｏｓ和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发表 ＳＣＩ

收录论文近２０篇。近年来参与国外多名博士研究生项目，辅助培养博士研究生３名。

目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指数 ３０，Ｈ－ｉｎｄｅｘ１６，论文被引用 ７００多次。作为核心成员成功组

织了第７届ＧｅｏＰｒｏｃ国际会议，长年为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ＪＧＲ、ＧＲＬ、ＥＰＳＬ、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

ｉｃｓ等主流期刊及一些基金审稿，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为 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杂志 “地震过程多物理

场耦合专辑”的特邀编辑。

覃金堂，男，１９８３年生，研究员，博士。２００５年和 ２０１２年于

北京大学分别获地理科学学士和第四纪地质学博士学位，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年在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博士后阶段研究，２０１５

年起进入实验室工作。主要从事释光年代方法学及其在新构造与

地表过程研究中的应用研究。近年来致力于结合 “野外观测－实

验室测量－模拟和理论分析”，从地球系统科学的视角，揭示构造

活动与地表过程的相互作用、区域剥蚀过程、地表物质来源和再

分配过程及地表形态演化。围绕上述研究方向，先后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课题、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

研业务专项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课题７项，共同负责科技服务类项目１项。在地

震地质、第四纪研究、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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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和 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ｒｉｍｅｒｓ等国内外学术期

刊发表相关成果研究论文 ２０篇。获 “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一等奖 １项

（排名第４）。现为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地质、中国地理学会地貌与第四纪和中国第四纪

科学研究会地貌演变与环境专业委员会委员。

刘彩彩，女，１９８４年生，研究员，博士。２００５年毕业于北京

工商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２０１０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获固体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地震

局地质研究所从事博士后工作；２０１２年入职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２０１４年１０—１２月赴德国波兹坦大

学地球科学学院交流访问，２０１９年 ３月－２０２０年 ３月赴美国路易

斯安那州立大学交流访问。主要研究方向为利用磁性地层学及磁

组构等磁学方法研究青藏高原东北缘新生代盆地演化历史及其构

造变形过程；通过磁性矿物学、黏土矿物分析、镜质体反射率等方法研究活动断裂带

内断层泥的形成机制及其构造意义；利用岩石磁学、环境磁学等方法研究新生代以

来及第四纪时期我国西北地区和中国南方地区红土沉积所记录的气候演化历史，进

一步探讨气候对红土沉积重磁化的影响。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基金６项，其中主持面

上基金 ２项、青年基金 １项。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 ３１篇，其中以第一

作者／通讯作者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等学术期刊发表 ＳＣＩ收录论

文近 １０篇。２０１４年作为主要参与人员取得的研究成果获 “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科

学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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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导 师 备　注

１ 博士后 路　珍 女 １９８７．０９ 地质学 马胜利

２ 博士后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３ 博士后 张浩然 男 １９８５．０２ 地质学
徐锡伟

谭锡斌

４ 博士后 张炜斌 男 １９８７．０８ 地质学
徐锡伟

谭锡斌

５ 博士后 尹　玲 女 １９８６．０９ 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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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 备　注

６ 博士后 陈一方 男 １９９１．０３ 地质学 何宏林

７ 博士后 郝海健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８ 博士后 商咏梅 女 １９８９．１０ 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９ 博士后 李彦川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地质学 屈春燕

１０ 博士后 刘　洋 男 １９９１．０５ 地质学 何宏林

１１ 博士后 吕丽星 男 １９９１．０７ 地质学 李　涛

１２ 博士后 时　伟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１３ 博士后 王志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８ 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１４ 博士后 杨海波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１５ 博士后 邹俊杰 男 １９９１．１０ 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１６ 博士后 任东升 男 １９９２．０６ 地球物理学 陈建业

１７ 博士后 陶亚玲 女 １９８８．１１ 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１８ 博士后 王?? 女 １９８６．０７ 地质学 王　萍

１９ 博士后 张迎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０ 地质学 屈春燕

２０ 博士后 赵德政 男 １９９２．１０ 地质学 单新建

２１ 博士后 赵旭东 男 １９９３．０３ 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２２ 博士生 杜　鹏 男 １９７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邓起东

杨晓平

２３ 博士生 李跃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２４ 博士生 丁　锐 男 １９８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２５ 博士生 范　晔 女 １９８７．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２６ 博士生 王阅兵 男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７ 博士生 许建红 男 １９８３．０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２８ 博士生 张永奇 男 １９８５．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９ 博士生 黄元敏 男 １９８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３０ 博士生 李明佳 男 １９９２．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联合培养

３１ 博士生 林玲玲 女 １９８２．０３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３２ 博士生 刘钟尹 男 １９９０．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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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 备　注

３３ 博士生 闫　伟 男 １９８２．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３４ 博士生 李　媛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３５ 博士生 王　博 男 １９８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３６ 博士生 熊小慧 女 １９８９．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７ 博士生 徐　晶 女 １９８７．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３８ 博士生 杨劲松 男 １９８７．０６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３９ 博士生 庄其天 男 １９９２．０２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４０ 博士生 戴文浩 男 １９９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４１ 博士生 郭桥桥 男 １９９２．０１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４２ 博士生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实验室在职

４３ 博士生 黄飞鹏 男 １９９３．１０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４４ 博士生 黄涵宇 男 １９９３．０１ 矿产普查与勘探 鲁人齐 联合培养

４５ 博士生 孙　稳 男 １９９２．０５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４６ 博士生 王培杰 男 １９９３．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４７ 博士生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实验室在职

４８ 博士生 吴玮莹 女 １９９３．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４９ 博士生 岳　冲 男 １９８９．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５０ 博士生 张伟恒 男 １９９３．０６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５１ 博士生 陈　勇 男 １９９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５２ 博士生 程　理 男 １９８２．０３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５３ 博士生 崔富荣 女 １９９１．１１ 地球化学 刘进峰 联合培养

５４ 博士生 高志钰 男 １９９４．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５ 博士生 胡宗凯 男 １９９３．０３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５６ 博士生 雷蕙如 女 １９９５．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５７ 博士生 李　伟 男 １９９１．１１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５８ 博士生 刘　恋 女 １９９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５９ 博士生 刘　奇 男 １９９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６０ 博士生 刘晴日 女 １９９５．０２ 自然地理学 熊建国 联合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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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 备　注

６１ 博士生 邱江涛 男 １９８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６２ 博士生 孙　凯 男 １９９４．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６３ 博士生 徐　伟 男 １９８６．０２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６４ 博士生 姚　远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６５ 博士生 曾宪阳 男 １９９１．０３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６６ 博士生 张斯琪 男 １９９４．０１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６７ 博士生 代成龙 男 １９９５．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杨晓平

６８ 博士生 邸　宁 男 １９９４．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刘进峰

６９ 博士生 冯嘉辉 男 １９９５．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７０ 博士生 黄　星 男 １９９３．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７１ 博士生 刘冠伸 男 １９９４．０７ 构造地质学 鲁人齐

７２ 博士生 刘世民 男 １９９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７３ 博士生 罗全星 男 １９９５．１２ 自然地理学 李传友 联合培养

７４ 博士生 马字发 男 １９９２．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７５ 博士生 石文芳 女 １９９２．０４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７６ 博士生 孙佳臖 女 １９９０．０７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７７ 博士生 王飞飞 女 １９８６．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７８ 博士生 卫晓彤 男 １９９６．０６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７９ 博士生 徐　博 男 １９９５．０１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８０ 博士生 余博文 男 １９９５．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８１ 博士生 张　扬 男 １９８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８２ 博士生 陈　浩 男 １９９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８３ 博士生 董凌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１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８４ 博士生 耿　爽 男 １９９４．１０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８５ 博士生 韩娜娜 女 １９９１．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８６ 博士生 李成龙 男 １９９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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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博士生 李科长 男 １９９０．０８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刘进峰

８８ 博士生 孙　晓 女 １９９１．０８ 构造地质学 鲁人齐

８９ 博士生 吴东霖 女 １９９５．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９０ 博士生 谢　皓 男 １９９６．０７ 构造地质学 詹　艳

９１ 博士生 叶轶佳 女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９２ 博士生 张茜茜 女 １９９５．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９３ 博士生 张熠辉 女 １９９６．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９４ 硕士生 陈　倩 女 １９９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竹琪

９５ 硕士生 范晓冉 男 １９９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联合培养

９６ 硕士生 冯　鹏 男 １９９５．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郭　飚

９７ 硕士生 华　俊 男 １９９６．０４ 测绘科学与技术 龚文瑜 联合培养

９８ 硕士生 李兆宁 男 １９９７．１１ 第四纪地质学 刘进峰

９９ 硕士生 李忠武 男 １９９７．０８ 构造地质学 于贵华

１００ 硕士生 梁　辉 男 １９９５．０１ 地质工程 陈　杰 联合培养

１０１ 硕士生 濮逸铖 男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１０２ 硕士生 申丰铭 男 １９９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丽凤

１０３ 硕士生 石灵 女 １９９７．０１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１０４ 硕士生 王　康 男 １９９７．０６ 第四纪地质学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１０５ 硕士生 王绍俊 男 １９９４．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联合培养

１０６ 硕士生 邢宇 男 １９９７．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１０７ 硕士生 徐　芳 女 １９９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鲁人齐

１０８ 硕士生 张钰曼 女 １９９６．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１０９ 硕士生 陈　晗 男 １９９７．０９ 测绘工程 屈春燕 联合培养

１１０ 硕士生 陈俊先 男 １９９７．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云华 联合培养

１１１ 硕士生

迪里亚

尔·迪

里木拉提

男 １９９５．１１ 资源与环境 李　涛 联合培养

１１２ 硕士生 赫洪哲 男 １９９９．０５ 构造地质学 谭锡斌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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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硕士生 黄传超 男 １９９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焦中虎 联合培养

１１４ 硕士生 李昕泽 女 １９９８．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１１５ 硕士生 李新秀 女 １９９６．１１ 第四纪地质学 刘春茹 联合培养

１１６ 硕士生 李子鸿 男 １９９６．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１１７ 硕士生 梁德宝 男 １９９６．０１ 构造地质学 陈建业

１１８ 硕士生 刘雪华 女 １９９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１１９ 硕士生 彭　白 男 １９９７．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鲁人齐

１２０ 硕士生 钱　黎 男 １９９８．０８ 构造地质学 李　涛

１２２ 硕士生 覃伟峰 男 １９９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姚　路

１２１ 硕士生 隋雅诗 女 １９９７．１０ 第四纪地质学 覃金堂

１２３ 硕士生 杨悦彤 女 １９９８．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宋小刚

１２４ 硕士生 游子成 男 １９９７．０２ 构造地质学 毕海芸

１２５ 硕士生 原浩东 男 １９９７．０４ 资源与环境 李　安 联合培养

１２６ 硕士生 张国霞 女 １９９８．０２ 构造地质学 孙浩越

１２７ 硕士生 赵家豪 男 １９９７．０２ 资源与环境 石　峰 联合培养

１２８ 硕士生 左玉琦 男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１２９ 硕士生 郝雨萌 女 １９９９．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焦中虎

１３０ 硕士生 花春雨 女 １９９９．０２ 构造地质学 石　峰

１３１ 硕士生 黄　莹 女 １９９８．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丽凤

１３２ 硕士生 李俊杰 男 ２０００．０１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１３３ 硕士生 刘瑞东 女 １９９９．１２ 构造地质学 陈桂华

１３４ 硕士生 刘睿哲 男 １９９８．０３ 构造地质学 陈建业

１３５ 硕士生 苏晓倩 女 １９９６．０６ 地球化学 庞建章

１３６ 硕士生 孙泽林 男 １９９９．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斌

１３７ 硕士生 王小萌 女 １９９９．０１ 构造地质学 李　涛

１３８ 硕士生 王艳文 女 １９９９．０８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１３９ 硕士生 王　者 女 ２０００．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云华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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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 硕士生 武小文 女 １９９９．０１ 第四纪地质学 胡　钢

１４１ 硕士生 杨旭航 男 １９９７．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陶　玮

１４２ 硕士生 杨泽康 男 １９９９．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　雷

１４３ 硕士生 张朝阳 男 １９９８．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１４４ 硕士生 张秀丽 女 １９９８．１２ 构造地质学 熊建国

１４５ 硕士生 周　波 男 １９９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琼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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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晓峰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培震

２ 博士后 赵盼盼 男 １９８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许建东

陈九辉

３ 博士后 张　玲 女 １９８６．０４ 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４ 博士后 张佳玮 男 １９９０．０６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５ 博士后 成里宁 男 １９９１．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６ 博士后 魏传义 男 １９９２．０３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７ 博士生 钟美娇 女 １９８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８ 博士生 李长军 男 １９９０．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９ 博士生 牛　露 女 １９９０．０４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１０ 博士生 王慧颖 女 １９９１．０５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１１ 博士生 李朝鹏 男 １９９３．０５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１２ 博士生 赵德政 男 １９９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１３ 博士生 陶亚玲 女 １９８８．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１４ 博士生 张迎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１５ 博士生 任光雪 男 １９９２．１２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１６ 博士生 喻　国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彬

１７ 博士生 赵旭东 男 １９９３．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１８ 硕士生 宋　刚 男 １９９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马胜利

１９ 硕士生 包雨鑫 女 １９９６．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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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硕士生 范鹏丽 女 １９９６．０８ 自然地理学 杨会丽 联合培养

２１ 硕士生 韩　静 女 １９９６．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２２ 硕士生 姬　昊 男 １９９６．１０ 地质工程 刘春茹 联合培养

２３ 硕士生 贾　蕊 女 １９９７．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云华 联合培养

２４ 硕士生 李成龙 男 １９９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２５ 硕士生 梁子晗 女 １９９６．１２ 构造地质学 魏占玉

２６ 硕士生 苗树清 男 １９９５．１２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２７ 硕士生 叶轶佳 女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谭锡斌

２８ 硕士生 张爱敏 女 １９９５．１２ 第四纪地质学 胡　钢 联合培养

２９ 硕士生 张　瑞 男 １９９４．０７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３０ 硕士生 赵　兰 女 １９９６．１０ 地质工程 于贵华 联合培养

３１ 硕士生 赵　磊 男 １９９５．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注：带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称
学委会

职务
专业 工作单位

１ 石耀霖 男 １９４４．０２
教　授
（院士）

主任 地球动力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２ 陈晓非 男 １９５８．０２
教　授
（院士）

副主任 地球物理学 南方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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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院士）
委员 构造地质学

地震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５ 陈棋福 男 １９６４．１０ 研究员 委员 固体地球物理学
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６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研究员 委员 岩石力学
地震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７ 何建坤 男 １９６３．０１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与

地球物理学

中国科学院

青藏高原研究所

８ 黄清华 男 １９６７．１２ 教　授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北京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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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李海兵 男 １９６６．１０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中国地质科学院

地质研究所

１０ 刘　静 女 １９６９．１０ 研究员 委员 地质学 天津大学

１１ 刘俊来 男 １９６０．１２ 教　授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１２ 马胜利 男 １９６０．０３ 研究员 委员 构造物理学
地震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３ 任金卫 男 １９５７．０６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中国地震局

地震预测研究所

１４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研究员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地震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５ 吴建平 男 １９６３．１２ 研究员 委员 地球物理学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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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边界带断裂活

动习性与强震复发

行为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１０１ 郑文俊

张培震，毕海芸，

李传友，刘兴旺，

周　宇，雷启云，
邵延秀，李志刚，

田云涛，刘锋涛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
地块及边界带深部

结构与深－浅构造
耦合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１０３ 陈九辉

詹　艳，郭　飚，
李　昱，李顺成，
尹昕忠，齐少华，

赵盼盼，陈一方，

陈　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３
活动地块理论完善

与边界带强震危险

性研究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１０４ 张竹琪 朱守彪，张冬丽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４
巨震震源的深部结

构特征及其识别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２０４ 申重阳

陈小斌，王立凤，

崔腾发，姜　峰，
刘钟尹，王培杰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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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５
准静态驱动下亚失

稳过程的实验与理

论模拟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３０１ 何昌荣

刘培洵，张　雷，
郭彦双，卓燕群，

齐文博，尹昕忠，

任雅琼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６
高频微震仪和通用

地震仪联合台网观

测断层亚失稳过程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３０３ 杨晓松

王凯英，李顺成，

陈进宇，金明培，

王晓山，刘力强，

马红虎，李　雷，
冯向东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７
基于 ＧＰＳ与地温测
量的形变与地应力

观测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３０４ 甘卫军

陈顺云，张克亮，

梁诗明，李彦宝，

刘琼颖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８
断层带深浅部精细

结构探测与方法研

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４０２ 姚华健 董泽义，韩　冰，
阮　帅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９
断层带物理属性及

破裂动力学模拟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４０４ 周永胜

王丽凤，苗社强，

党嘉祥，姚文明，

马　玺，徐建宽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０
高光谱与激光探测

遥感数据地震应用

技术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６０２ 屈春燕

宋小刚，龚文瑜，

焦中虎，崔月菊，

冯徽徽，李　营，
赵德政，沙鹏程，

侯丽燕，张迎峰，

赵　磊，乔　鑫，
杨龙星，刘兆飞，

徐维维，周升宇，

何　苗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１
断层地震孕育发生

形变与应力积累时

空转化特征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６０５ 谭　凯 刘云华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２

活动断裂高精度高

分辨率地表结构和

活动性参数提取技

术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１０１ 何宏林

魏占玉，陈桂华，

杨晓平，李　康，
黄雄南，谭锡斌，

张世民，马保起，

任俊杰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３
活动断裂地下介质

三维物性参数提取

技术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１０３ 雷建设

詹　艳，孙建宝，
孙翔宇，崔腾发，

韩　静，包雨鑫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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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１４
活动断裂深浅构造

与物性参数模型融

合及三维建模技术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１０４ 徐锡伟

鲁人齐，谭锡斌，

蔡明刚，李海鸥，

王振南，徐　芳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５
活动断裂三维建模

公共平台研发与技

术规程编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１０５ 于贵华

李　康，吴熙彦，
杨　钦，钱仁俊，
杨秀丽，孙艳霞，

支　亮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６
三维潜在震源模型

构建技术及活动断

层数据库建设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２０１ 张世民 陈桂华，郑荣章，

吴熙彦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７
华南火成岩地区深

层热源机制与地热

系统成因模式

２０１９ＹＦＣ０６０４９０１ 李义曼 刘琼颖，冯嘉辉，

李彦宝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８
地壳形变空间大地

测量技术研究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１ 廖明生 张桂芳，龚文瑜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９

构造活动卫星热红

外信息提取与地震

异常精细识别技术

研究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２ 孟庆岩 焦中虎，陈顺云，

刘琼颖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０
断裂带逸出气体时

空特征与应力应变

研究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３ 高小其 朱传华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１

地壳形变场、温度

场、流体场耦合断

层力学模型与协同

机制研究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４ 王振杰 宋小刚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２
基于地震孕育过程

的地震异常信息监

测技术示范应用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５ 张国宏

张会平，刘云华，

刘　姣，张迎峰，
王建军，许文斌，

聂志喜，李智涛，

徐晓飞，刘小鸽，

李彦川，高志钰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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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２３
川滇地区主要活动

断裂地表精细结构

与活动特征

２０２１ＹＦＣ３０００６０１ 魏占玉

石　峰，庞建章，
马　严，刘春茹，
尹金辉，郑荣章，

郑勇刚，覃金堂，

梁明剑，王明明，

徐岳仁，廖　程，
左　洪，孔令?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４
川滇地区速度结构

及关键构造部位的

精细结构

２０２１ＹＦＣ３０００６０２ 李俊伦

孙翔宇，董泽义，

韩　冰，冯吉坤，
王长在，钱佳威，

吴微微，段云歌，

陈学芬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５
川滇地区断裂带岩

石物性、摩擦参数

与力学机理

２０２１ＹＦＣ３０００６０３ 陈建业

段庆宝，苗社强，

张　雷，姚　路，
卓燕群，马　旭，
陈进宇，姚文明，

郭彦双，刘培洵，

成里宁，齐文博，

甘　泉，刘　洋，
任东升，马跃强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６
构建三维公共断层

模型和四维构造动

态演化模型

２０２１ＹＦＣ３０００６０４ 鲁人齐

张金玉，袁兆德，

王　伟，王　鹏，
苏　鹏，王毛毛，
孙　闯，李云帅，
江国焰，闫　兵，
苏金宝，郭　鹏，
范清彪，熊　维，
刘传金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７
基于断裂体系相互

作用的孕震环境与

大震危险区判定

２０２１ＹＦＣ３０００６０５ 刘　静

李彦川，张桂芳，

王　恒，姚　琪，
罗　纲，姚文倩，
吴　果，王　辉，
贾剑钢，冉洪流，

周　庆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８

中缅边境地区 （滇

西南和缅甸东部高

原）构造活动、地

壳形变与地震危险

性合作研究

２０１９ＹＦＥ０１０８９００ 孟国杰

张克亮，梁诗明，

甘卫军，张　玲，
代成龙，王阅兵，

张永奇，熊小慧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政

府间国际科

技创新合作

项目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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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２９
碰撞以来古地理格

局与构造地貌过程
２０１９ＱＺＫＫ０７０４ 戴　霜

张会平，马　严，
庞建章，熊建国，

任治坤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科技

项目第二

次青藏高

原综合科

学考察研究

３０
活动断裂与地震灾

害
２０１９ＱＺＫＫ０９０１ 郑文俊

李传友，陈　杰，
毕海芸，张竹琪，

尹功明，李　涛，
刘彩彩，龚文瑜，

杨会丽，覃金堂，

俞晶星，李新男，

刘春茹，孙　凯，
任光雪，罗全星，

董金元，刘　奇，
张伟恒，邸　宁，
李科长，魏传义，

程　理，陈　倩，
张　瑞，刘　康，
谢　皓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科技

项目第二

次青藏高

原综合科

学考察研究

３１
典型沉积盆地钻孔

调查与实验场第四

系年代格架构建

２０２１ＦＹ１００１０２ 刘进峰

杨会丽，熊建国，

魏传义，尹功明，

徐红艳，张志亮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６

国家科技项

目科技基础

资源调查专

项－课题

３２
块体边界带重要断

裂活动性鉴定
２０２１ＦＹ１００１０４ 孙浩越

蔡明刚，李海鸥，

刘栋梁，吴中海，

何仲泰，梁　朋，
邹俊杰，卢海峰，

陈　鹏，黄小龙，
李林林，李文巧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６

国家科技项

目科技基础

资源调查专

项－课题

３３

以阿尔金断裂中段

为例，走滑断裂的

几何构造结对断裂

活动习性的控制作

用

Ｕ１８３９２０３ 刘　静

马　严，张金玉，
王　恒，高战武，
李　峰，徐　伟，
袁兆德，谢　虹，
邵延秀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联合基金

３４

断层亚失稳与地震

短临前兆物理机制

的实验和数值模拟

研究

Ｕ１８３９２１１ 马胜利

马　瑾，王丽凤，
代树红，姚　路，
郭彦双，汲云涛，

黄元敏，李　媛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联合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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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３５
基岩区正断层活动

性评价与古地震事

件识别

Ｕ１９３９２０１ 何宏林

尹金辉，刘春茹，

魏占玉，石　峰，
党嘉祥，张　波，
苏　鹏，邹俊杰，
孙　稳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联合基金

３６

基于高频 ＧＮＳＳ地
震学的震源参数与

破裂过程实时反演

研究

４１６３１０７３ 单新建

屈春燕，梁诗明，

李　昱，王振杰，
汪荣江，姬生月，

方荣新，李彦川，

张迎峰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３７
克拉通破坏与陆地

生物演化
４１６８８１０３ 周忠和 郑德文，李又娟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基础科学

中心项目

３８
鄂西－三峡地区更
新世古人类遗址综

合年代学研究

４１７７２１７４ 韩　非 尹功明，张立民，

王　躲，钟　宁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９
玉龙－哈巴雪山晚
第四纪隆升方式研

究

４１７７２１８５ 尹功明
马　严，王　躲，
李文朋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０
秦岭 中 段 （陕 西

段）新生代构造地

貌研究

４１７７２１９８ 庞建章
王　英，王一舟，
肖　霖，李朝鹏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１
多时间尺度重建雅

鲁藏布江大峡谷河

流地貌过程

４１７７２１９９ 王　萍
王　英，胡　钢，
袁仁茂，王慧颖，

李晓峰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２
活动弯矩断层陡坎

的识别、时空演化

特征与强震

４１７７２２２１ 陈　杰

杨会丽，覃金堂，

许建红，李跃华，

罗　明，王浩然，
刘　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３
震后松弛阶段地壳

岩石非稳态蠕变实

验研究

４１７７２２２３ 周永胜

党嘉祥，马　玺，
苗社强，焦　裕，
戴文浩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４

流体渗透扩散对三

峡库区浅层介质物

性及地震活动影响

研究

４１７７２３８４ 张丽芬 段庆宝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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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４５

帕米尔高原内部强

震 “级联”触发机

制的 ＩｎＳＡＲ形变场
检测研究

４１７７４０４３ 孙建宝
梁诗明，李铁明，

李明佳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６
使用历史地震图研

究 １９２０海原 Ｍ８．５
地震

４１７７４０５０ 郭　志 陶京
!

，李　通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７

各向异性介质大地

电磁二维反演和三

维自适应有限元正

演

４１７７４０８０ 李予国 肖骑彬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８

断层摩擦滑动与压

溶过程的机制性关

联研究———聚焦基

性岩中的无水矿物

４１７７４１０３ 何昌荣
姚文明，田　平，
刘　洋，张　姝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９
水热作用下花岗岩

和辉长岩的中－高
速摩擦性质研究

４１７７４１９１ 姚　路
马胜利，马　玺，
王　羽，陈进宇，
李晓慧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０
青藏高原中部崩错

断裂晚第四纪滑动

速率的精确厘定

４１８０２２０９ 李　康 吴熙彦，罗佳宏，

魏雷鸣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１

利用基岩河道水力

侵蚀模型模拟山体

隆升历史的方法研

究———以秦岭北缘

（陕西段）为例

４１８０２２２７ 王一舟
武　颖，李又娟，
李朝鹏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２

海原－六盘山断裂
带三维精细速度结

构地震环境噪声成

像研究

４１８０４０５５ 赵盼盼 尹昕忠，陈一方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３
高温高压条件下基

性岩组成矿物蚀变

的实验研究

４１８０４１６８ 马　玺
姚文明，刘　洋，
戴文浩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４
青藏高原东北缘海

原地区新生代盆－
山构造演化

４１８７２２０４ 王伟涛 庞建章，王一舟，

熊建国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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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５５

隐伏活动断层的定

量研 究 与 三 维 建

模：以龙门山山前

带为例

４１８７２２０６ 鲁人齐

蔡明刚，李海鸥，

李新男，魏雷鸣，

王振南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６
基岩断层面的古地

震研究
４１８７２２１３ 何宏林

孙浩越，石　峰，
横山典，白滨吉起，

郝海健，邹俊杰，

周　朝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７

巴颜喀拉地块中部

ＩｎＳＡＲ形变场演化
特征及地震危险性

研究

４１８７２２２９ 屈春燕

龚文瑜，张桂芳，

赵德政，李彦川，

乔　鑫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８
阿尔金断裂带中段

运动特征与应变分

布模式研究

４１８７４０２７ 刘云华

宋小刚，张桂芳，

张迎峰，赵德政，

李彦川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９
俯冲带蛇纹石矿物

摩擦滑动特性实验

研究

４１８７４２１８ 张　雷
马　玺，刘　洋，
田　平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０
大陆演化与季风系

统演变
４１８８８１０１ 郭正堂 张会平，熊建国，

刘彩彩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基础科学

中心项目

６１
中国鄂西－三峡地
区早期人类古遗址

地层的年代学研究

４１８１１０１３２０ 韩　非 尹功明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６２
西藏冈底斯山弧高

海拔古地貌开始形

成时间

４１９０２１２１ 张佳伟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３
塔城盆地东缘断裂

晚第四纪活动特征

和滑动速率研究

４１９０２１９９ 俞晶星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４

青藏高原亚东－谷
露裂谷带的隆升剥

蚀对雅鲁藏布江河

流演化的影响

４１９０２２１３ 葛玉魁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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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６５
青藏高原东缘龙门

山南段千年尺度地

表侵蚀定量化研究

４１９０２２１５ 王　伟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６

阿尔金断裂乌尊硝

尔段古地震复发特

征与级联破裂行为

研究

４１９０２２１６ 袁兆德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７

部分熔融对高喜马

拉雅片麻岩电导率

性质影响的实验研

究

４１９０４０８７ 陈进宇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８
俯冲带脱水－流体
迁移及其效应的高

温高压实验研究

４１９７２２０９ 杨晓松

陈进宇，杨　，
成里宁，宋　刚，
张明洋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９

基于断错位移累积

的断裂带强震活动

特性研究———以河

套盆地北缘断裂带

为例

４１９７２２２８ 毕海芸

庞建章，王一舟，

张佳伟，黄飞鹏，

李雪梅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０

磁铁矿 （Ｕ－Ｔｈ） ／
Ｈｅ测年方法的建立
及其 Ｈｅ扩散机制
研究

４１９７３０５４ 王　英

庞建章，武　颖，
王一舟，陶亚玲，

李雪梅，刘　康，
张　瑞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１

基于航空、卫星影

像的 １９８５年乌恰
ＭＷ７．０地震逆冲断
层破裂机制及运动

特征研究

４１９７４０３７ 宋小刚

石　峰，韩娜娜，
张迎峰，赵德政，

沙鹏程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２
青藏高原北部地幔

岩石圈横向变化的

三维电性结构证据

４１９７４０９１ 肖骑彬

刘琼颖，韩　冰，
杨竹转，邓　琰，
喻　国，李　满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３
红河断裂精细运动

状况及分段变形机

理的 ＧＰＳ观测研究
４１９７４１１３ 张克亮

梁诗明，李彦宝，

熊小慧，代成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４
河流阶地砾石埋藏

年龄的光释光测年

方法研究

４１９７７３８６ 刘进峰
张金玉，罗　明，
李天元，伍纪元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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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７５
长江现代沉积物源

汇关系的石英 ＥＳＲ
法示踪研究

４２００２２０３ 魏传义 尹功明，刘春茹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６

北天山晚新生代以

来的活动速率变化

过程：来自准噶尔

盆地南缘昌吉背斜

河流阶地和生长地

层的约束

４２００２２３２ 苏　鹏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７

东秦岭铁炉子断裂

晚第四纪运动学特

征及其对青藏高原

向东扩展的响应

４２００２２３３ 李新男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８

黄河源唐乃亥－若
尔盖盆地水系贯通

的时间、过程与机

制

４２０７２２１４ 王　萍
胡　钢，葛玉魁，
王慧颖，石灵，

孙翔宇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９

天山北麓库松木楔

克断裂东段褶皱带

晚第四纪地壳缩短

及大地震风险

４２０７２２４９ 杨晓平

黄雄南，张　玲，
杨海波，胡宗凯，

苗树清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０

东天山碱泉子－巴
里坤断裂带晚第四

纪活动习性及其强

震行为研究

４２０７２２５０ 李传友

张竹琪，李新男，

任光雪，孙　凯，
张熠辉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１
钾长石脆塑性转化

变形特征和机制的

实验研究

４２０７２２５５ 党嘉祥

姚文明，成里宁，

刘　洋，戴文浩，
雷蕙如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２
祁连山西段山间盆

地新生代沉积磁性

地层学研究

４２０７４０７７ 刘彩彩

俞晶星，张佳伟，

赵旭东，刘　康，
谢　皓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３
青藏高原东缘三维

形变分配数值模拟

研究

４２０７４１１８ 陶　玮
沈正康，李明佳，

包雨鑫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４

断裂带中－深部的
流体传输性质及其

地震动力学意义：

以红河断裂带为例

４２０７４２２１ 段庆宝

姚文明，陈进宇，

成里宁，韩明明，

宋　刚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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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８５
断层亚失稳与地震

短临前兆物理机制

的实验与野外研究

４２１１１５３００３０ 姚　路
马胜利，王丽凤，

郭彦双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８６

南截山断裂带晚第

四纪活动习性及其

在阿尔金北段转换

挤压系统中的构造

作用

２０２０Ｍ６８０６２０ 杨海波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８７

海原断裂 １９２０年地
震破裂段浅层蠕滑

特征及摩擦特性研

究

２０２１Ｍ６９２９７３ 李彦川 单新建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８８

东昆仑断裂带东段

ＩｎＳＡＲ三维形变场
与主次断裂带地震

危险性研究

２０２１Ｍ７０２９８９ 赵德政 屈春燕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８９

基于地震数据的河

北省典型活动断裂

三维建模技术研究

与示范

２０３７５４０４Ｄ 曹　筠 鲁人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省部级项目

９０
天山北坡活动构造

三维形态研究及孕

震模型构建

２０２０Ｂ０３００６－１ 李　涛
张伟恒，刘　奇，
邸　宁，李科长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

省部级项目

９１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

厘定郯庐断裂带安

丘－莒县断裂中南
段晚第四纪地表变

形特征

Ｄ２０２１３０５００３ 曹　筠 魏占玉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省部级项目

９２
三维活动断层数据

库研制
ＪＨ－２１－１２ 于贵华 吴熙彦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

省部级项目

９３
全国 １

"

１００万地震
构造图编制

ＪＨ－２１－１３Ｂ 何宏林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

省部级项目

９４
科 技 规 划 编 制

－２０２１
ＪＨ－２１－１６ 马胜利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

省部级项目

９５
地震构造探查系统

－２０２１
ＪＨ－２１－１７ 单新建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

省部级项目

　　注：带  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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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横向协作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１
蚌埠、滁州活断层探测及地震危险性

分析———标准孔探测与第四纪地层剖

面建立

刘春茹 安徽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２ 阿坝断裂 １
"

５万活动断层地质填图 何宏林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３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１第四纪

王　萍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４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２遥感解译

张国宏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５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１

石　峰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６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２

黄雄南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７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３

谭锡斌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８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５

陈　杰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９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５主要活动断裂
危险性评价

张竹琪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０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８成果集成与数
据库建设

刘云华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１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质量保证组

蒋汉朝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２
甘孜州 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１第四纪

范佳伟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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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１３
甘孜州 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２遥感

龚文瑜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４
甘孜州 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５危险性评价

张竹琪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５
甘孜州 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８数据库

张会平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６
甘孜州 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９项目管理和交流

蒋汉朝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７
康定 １

"

１万城市活动断层探查———质
保

蒋汉朝 甘孜州应急管理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１８
四川省活动断层数据库与服务系统服

务
刘云华

成都市永利联

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１９
马边－雷波地区１

"

５万活动断层地质填
图

孙浩越
凉山彝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０
钦－杭结合带南段及 ２０１９年北流 ５．２
级地震区深部结构大地电磁三维探测

项目

詹　艳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１
盐源县 １

"

１万城市活动断层探查项目
子专题———目标区及邻近地区断裂活

动性鉴定

袁兆德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２ 中科院山地所
１０Ｂｅ暴露测年 王　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

成都山地灾害与

环境研究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３
安庆市活动断层探测项目———标准钻

孔探测与第四纪地层剖面的建立
胡　钢

中国地震局

第一监测中心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４ 地震信息专题符号设计 （初稿） 吴熙彦
中国地震局

地震预测研究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５
郯庐断裂带中南段地震与 ＧＰＳ数据处
理

王阎昭 上海市地震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６
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地震成因及判别

方法
鲁人齐

中国地震局

地震预测研究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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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２７
安丘市青云绿园住宅小区断层定位与

避让带评估
魏占玉

山东省安丘市

华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２０２１

２８ 中国大陆岩石圈地幔速度结构 郭　飚
中国地震局

地震预测研究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１

２９
乌兰察布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

性评价———大地电磁测深
孙翔宇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３０
乌兰察布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

性评价———资料搜集
宋小刚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３１
乌兰察布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

性评价———岱海南北缘断裂补充调查
石　峰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３２
乌兰察布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

性评价———隐伏断层晚第四纪活动性

鉴定 Ａ
王　萍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３３
乌兰察布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

性评价———隐伏断层晚第四纪活动性

鉴定 Ｂ
孙浩越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３４
胡杨项目红白山厂址 （区段）地震地

质条件初步分析
杨晓平

深圳中广核

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３５ ２０２１年度地震信息专题符号设计 吴熙彦
中国地震局

地震预测研究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３６
滁州活断层跨断层钻孔联合地质剖面

探测及活动性鉴定
刘春茹

安徽省震灾风险

防治中心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３７ 塞罕坝山地辐射数据获取和处理 焦中虎 北京师范大学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３８
标准孔探测与第四纪地层剖面建立专

题报告编制
胡　钢

中国地震局

第一监测中心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３９
胡杨项目南疆地区地震地质条件初步

分析
杨晓平

深圳中广核

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４０ 历史地震图数字化软件测试 郭　飚 北京市地震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１

４１ 海南省 １
"

２５００００地震构造图编制 魏占玉 海南省地震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１

４２
东莞市石龙－厚街断裂、南坑－虎门断
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数据库更新

建设

李　安
广东省震灾风险

防治中心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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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４３
宣城城市地震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

险性评价
刘春茹

安徽省震灾风险

防治中心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４４
马鞍山市活动断层探测———标准钻孔

探测与第四纪地层剖面建立
刘春茹

华东冶金地质

勘查研究院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４５
六安市活动断层探测———标准钻孔探

测与第四纪地层剖面建立
刘春茹

华东冶金地质

勘查研究院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４６
舟山市定海区应急管理局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地震普查
尹功明

浙江永济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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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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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

２
利用多波段 ＩｎＳＡＲ时间序列方法研究北京及
其周边地区地壳形变场与活动构造的关系

孙建宝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３
滇西北地区红河断裂北部尾端第四纪晚期滑

动速率与地震危险性
张金玉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４ 活动隐伏逆断裂研究方法初探 陈　杰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５
老虎山断裂蠕滑段及邻近断裂段的第四纪活

动性与几何复杂度研究
刘　静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６
海原断裂带 “天祝地震空区”断裂精细运动

特征的 ＧＰＳ观测研究
甘卫军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７
天祝地震空区深浅构造及地震活动性的流动

台阵探测研究
陈九辉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８ 柴达木盆地北缘构造变形与祁连山隆升历史 熊建国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９
基于宇宙成因核素年代学方法的新疆阿尔泰

地区地貌演化及其控制因素研究
马　严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１０
断层亚失稳过程测震学特征———基于天祝高

频微震台网的信号分析
杨晓松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１
基于时序 ＩｎＳＡＲ的天祝地震空区断裂带形变
场精细观测及地震危险性研究

屈春燕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２
阿尔金断裂东端嘉峪关地区弥散活动构造晚

第四纪几何学、运动学和深部结构
杨晓平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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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类型 起止时间

１３
正断层相互作用与生长机制：以当雄盆地和公

格尔拉张系塔合曼段为例
石　峰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１４
侵蚀作用对龙门山中南段断裂活动性分段的

影响
谭锡斌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１５
末次冰期以来易贡藏布裂点带的链式灾害事

件及其地貌效应
王　萍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１６
祁连山南缘新生代剥露历史的方解石Ｕ－Ｐｂ和
磷灰石低温热年代学联合研究

庞建章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１７
基于 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的柯坪前陆冲断带上地壳
变形特征研究

单新建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１８
汶川地震前后川西地区微震精细活动特征研

究
尹昕忠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１９ 地震成核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 张　雷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２０
哀牢山－红河断裂带高温高压弹性与电性特征
的实验研究

陈进宇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２１
断裂带断层岩的铁氧化物 （Ｕ－Ｔｈ） ／Ｈｅ年代
学研究

王　英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四、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１、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１）ＡｎＭｅｎｇｋｅ，Ｚ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ｏｕ，ＭｉｎＫｉｂｏｋ，ＥｌｓｗｏｒｔｈＤｅｒｅｋ，ＭａｒｏｎｅＣｈｒｉｓ，Ｈｅ

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２０２１，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ｌｏｗｇｒａｄｅ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ｔｏ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ａ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８（１１）：ｅ２０２１ＧＬ０９３５５２

２）ＢａｉＬｕａｎｘｉ，ＸｕＸｉｗｅｉ，ＬｕｏＨａｏ，ＬｉＫａｎｇ，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ＺｈａｏＪｕｎｘｉａｎｇ，２０２１，

Ａｎｇｕｌａｒ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Ｈｅｔａｏ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ｈｅＯｒｄｏｓ

Ｂｌｏｃｋ（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Ｔｉｍ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９：

６４６７８９

３）ＢａｉＹ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ＲｏｎｇＹｉｌｉｎ，ＳｕｎＪｉ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Ｌｅｉ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ｉｙａ，ＹｉｎＺｈｅｎｇ

ｔｏｎｇ，２０２１，Ｓｅａｍｏｕｎｔａｇ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ｇｅｏ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４２（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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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鲍艳，王国权，于笑，赵瑞斌，肖根如，许建东，甘卫军，２０２１，东北稳定参

考框架 ＮＥＣｈｉｎａ２０，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４１（９）：８９９—９１０．

５）ＢａｏＹａｎ，ＹｕＸｉａｏ，ＷａｎｇＧｕｏ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Ｈａｉｊｕｎ，Ｄｉｎｇ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ｏＧｅｎｒｕ，

ＳｈｅｎＳｈｕｉｌｏｎｇ，ＺｈａｏＲｕｉｂｉｎ，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２０２１，ＳＣｈｉｎａ２０：Ａｓｔａｂｌｅ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ｆｏｒ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４７（３）：４０２１００６

６）ＢｕｉｊｚｅＬ．，ＧｕｏＹ．，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Ｒ．，ＭａＳ．，ＳｐｉｅｒｓＣ．Ｊ．，２０２１，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ｇｏｕ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ｓｌｉｐ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ｓａｔｄｍｓｃａｌｅ，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５４：１１６６５２

７）蔡明刚，鲁人齐，苏鹏，刘冠伸，２０２１，郯庐断裂带昌邑北段隐伏活动断层探

测，地质论评，６７（Ｓ１）：２８—３０．

８）常金龙，甘卫军，刘淑杰，刘志俊，教智縨，２０２１，依兰－伊通断裂带黑龙江

段构造运动特征，地震研究，４４（１）：７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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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２（２）：９９８—１０１０．

１３）ＣｈｅｎＨ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ＭａＣｈａｏ，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２１，Ｒ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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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陈顺云，宋春燕，闫玮，刘琼颖，刘培洵，卓燕群，张智河，２０２１，２０２０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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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ｏｂｉｎ，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ｈｏｎｇ，２０２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ｎｅｗ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１）：１１６—１２３．

３８）ＨａｎＬｏｎｇｆｅｉ，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ＹａｏＷｅｎｑｉａｎ，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Ｗａｎｇ

Ｙａｎ，２０２１，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ｅｒｍｉｎｕｓｏｆｔｈｅ１９２０ＨａｉｙｕａｎＭＷ７９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５２：１０４４４２

３９）ＨａｏＨａｉｊｉａｎ，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２０２１，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ｌａ

ｓｅｒｂａｓ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ｆａｕｌ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ｔ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ｎｓｃａｌ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１８０：１０９４９８

４０）ＨｅＫａｉｆｅｉ，ＷｅｎｇＤｕｏｊｉｅ，ＪｉＳｈｅｎｇｙｕｅ，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ｊｉｅ，ＣｈｅｎＷｕ，ＬｕＹａｎｇｗｅｉ，

ＮｉｅＺｈｉｘｉ，２０２１，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ｉｍ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ＧＮＳ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ａｒｅａｓ，Ｓｅｎｓｏｒｓ，２１（１）：２９２

４１）侯江飞，邢磊，张扬，谭锡斌，鲁人齐，２０２１，新乡－商丘断裂延津段浅部地

层结构特征研究，工程地球物理学报，１８（４）：４８６—４９４．

４２）ＨｕＧｕｉｍｉ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ｈｅｎｇ，ＤｉＮｉｎｇ，ＬｉＹｕｅｈｕａ，ＬｉＳｈｅｎｇｈｕａ，

２０２１，Ｏｕｔｏｆ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ｂａｃｋｔｈｒｕｓｔｉｎｇ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ｔｈｅＪｉａｎｇ

ｎａｎｍｉａｏ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ｉａｎ Ｓ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４０（４）：

ｅ２０２０ＴＣ００６６６２

４３）胡慧文，王永波，蒋汉朝，李珍，胡雪婧，韩羽佳，２０２１，京津冀地区历史地

震事件时空特征研究，古地理学报，２３（２）：４３５—４４８．

４４）ＨｕＸｉａｏｆｅｉ，ＣａｏＸｉｌｉｎ，ＬｉＴａｏ，ＭａｏＪｕｎ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ＨｅＸｉｎ，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ａｎ，ＰａｎＢａｏｔｉａｎ，２０２１，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ｎ

ｓｉｇｈ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０（５）：

ｅ２０２０ＴＣ００６５８６

４５）呼永强，李伟，２０２１，利用水系类型和 ＧＰＳ数据研究龙日坝断裂带变形模

式，华北地震科学，３９（４）：５７—６２．

４６）ＨｕＺｏｎｇｋａｉ，ＬｉＴａｏ，Ｊｏｂ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２０２１，Ｌｏｗｅｒｐｏ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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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ｔｉｏｎ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ａ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１７ＭＷ６３Ｊｉｎｇ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

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ｓｉｎ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２（４）：２１３４—

２１４４．

４７）ＨｕＺｏｎｇｋａｉ，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ａｎｇ，ＷｕＧｕｏｄｏｎｇ，Ｍｉａｏ

Ｓｈｕｑ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２０２１，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ＢｏｌｏｋｅｎｕＡｑｉｋｅｋｕｄｕｋ

（Ｄｚ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ｒｉｇｈ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Ｗ Ｃｈｉｎａ，Ｔｅｃ

ｔｏｎｉｃｓ，４０（８）：ｅ２０２０ＴＣ００６６０４

４８）华俊，赵德政，单新建，屈春燕，张迎峰，龚文瑜，王振杰，李成龙，李彦

川，赵磊，陈晗，范晓冉，王绍俊，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青海玛多 ＭＷ７３地震 ＩｎＳＡＲ的同震

形变场、断层滑动分布及其对周边区域的应力扰动，地震地质，４３（３）：６７７—６９１．

４９）黄飞鹏，张会平，熊建国，赵旭东，２０２１，走滑断裂百万年时间尺度位移量

估计及其在阿尔金断裂系中的应用，地质力学学报，２７（２）：２０８—２１７．

５０）ＨｕａｎｇＨａｎｙｕ，ＭｅｉＱｉｎｇｈｕａ，ＨｅＤｅｎｇｆａ，ＬｕＲｅｎｑｉ，ＬｉＹ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２０２１，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Ｄａｂａｓｈａｎｆｏｌｄａｎｄ

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９：６３３８１６

５１）Ｈｕ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ｎａｎ，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ＨｕＺｏｎｇｋａｉ，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ｇ，２０２１，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ｐａｌｅｏ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ＦｏｄｏｎｇｍｉａｏＨｏｎｇｙａｚｉｆａｕｌ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ａｒｇ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ｉｎｔｒａｐｌａｔ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０８：２２８８１２

５２）Ｈｕ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ｎａｎ，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ＨｕＺｏｎｇｋａｉ，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

２０２１，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Ｄ１６０９Ｍ７ Ｈｏｎｇ

ｙａｐ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Ｗ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６３３８２０

５３）Ｈ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ｍｉｎ，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２０２１，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ｓｔｒｅｓｓ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ｏ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ａｕｌｔ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１９：２２９１０５

５４）ＨｕｎｆｅｌｄＬｕｕｋＢ．，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ｅＲ．，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ｐｉｅｒ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２０２１，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ｐｕｌｓ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

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８（１１）：ｅ２０２１ＧＬ０９２４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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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１年度报告　　

５５）姬昊，刘春茹，宋为娟，魏传义，敖红，李建平，尹功明，２０２１，泥河湾盆地

三棵树遗址 ＥＳＲ年代学，人类学学报，４０（３）：４２７—４３５．

５６）计昊，李安，张世民，２０２１，基于冲沟右旋水平位错的安丘－莒县断裂地

震特征位移分析，地震地质，４３（３）：４７１—４８７．

５７）姬生月，孙嘉文，宋云记，王振杰，贺凯飞，鲁洋为，２０２１，基于北斗短报文

的远海实时精密单点定位，国防科技大学学报，４３（６）：７４—８４．

５８）ＪｉａＭｉ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Ｃｈａｎｇ′ａｎ，ＭａｏＸｉｎ，ＺｈａｎｇＤａｉ，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ＬｉｕＨｕｉ，

２０２１，Ｃｌｉｍａｔｅｈｕｍ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Ｂａ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

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ｌｌｅｎ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ａｎ

ｆａｎｇｗａｎＳｉｔｅ，Ｃａｔｅｎａ，２０４：１０５３５７

５９）贾蕊，张国宏，解朝娣，单新建，张迎峰，李成龙，黄自成，２０２１，２０１９年巴

基斯坦新米尔普尔 ＭＷ６０地震的同震形变场与断层滑动分布反演，地震地质，

４３（３）：６００—６１３．

６０）Ｊｉａ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Ｇｌｏｔｚｂａｃｈ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ＬüＬｉｘｉｎｇ，ＥｈｌｅｒｓＴｏｄｄＡ．，２０２１，Ｃｅｎｏｚｏ

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ｏ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ｚｏｎ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０（１０）：ｅ２０２０ＴＣ００６３４５

６１）ＪｉａｎｇＧｕｏｙａｎ，ＬｉｕＬｉｎ，ＢａｒｂｏｕｒＡｎｄｒｅｗＪ．，ＬｕＲｅｎｑｉ，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２０２１，

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ａｓｅ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

ｔｈｅＨｕｔｕｂｉ（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ｇａｓｓｔｏｒａ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１２６（４）：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２１３７９

６２）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２１，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１１：１０４７１０

６３）ＪｉｎｇＸｉａｎｑｉｎｇ，ＥｖａｎｓＤａｖｉｄＡ．Ｄ．，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ｙｕ，ＴｏｎｇＹａｂｏ，ＸｕＹｉｎｇｃｈａｏ，

ＷａｎｇＨｅｎｇ，２０２１，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ｏｖｅｌ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ｏｄｉｎｉａａｎｄｉｔｓｂｒｅａｋ

ｕｐ，Ｇｅｏｌｏｇｙ，４９（４）：４６３—４６７．

６４）ＫａｎｇＣｈｕｎｇｕｏ，ＬｉＣｈａｎｇ′ａｎ，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ＺｈａｎｇＹｕｆｅｎ，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ｊｕｎ，Ｌｉ

Ｙａｗｅｉ，ＧｕｏＲｕｊｕｎ，２０２１，Ｈｅａｖ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ｂａｓ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ｖａｌｌｅ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１１（１０）：１０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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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ＫａｎｇＨｕａｎ，ＣｈｅｎＹｕｅｌｏｎｇ，ＬｉＤａ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Ｈｕａｎｇ

Ｆｅｉｐｅｎｇ，Ｘｕｅ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２０２１，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ｅｉｈｅＲｉｖｅｒ，ＮｏｒｔｈＱｉｌｉ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ＮＷ 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８１（３）：

１２５８０６

６６）柯思茵，张冬丽，王伟涛，王孟豪，段磊，杨敬钧，孙鑫，郑文俊，２０２１，青

藏高原东北缘晚更新世以来环境变化研究进展，地球科学进展，３６（７）：７２７—７３９．

６７）ＬｅｉＪｉｎｇｈａｏ，ＬｉＹｏｕｌｉ，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ＨｕＸｉｕ，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ＬｉｕＦｅｉ，ＬｉｕＪｉｎ

ｒｕｉ，２０２１，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ｔｈ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ｆｒｏｎ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

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Ｙ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ｎａｎＳｈ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６２２５６８

６８）ＬｅｉＪｉｎｇｈａｏ，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ＯｇｕｃｈｉＴａｋａｓｈｉ，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ＵｃｈｉｙａｍａＳｈｏｉｃｈｉ

ｒｏ，２０２１，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ｏ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ｂｏｕｎｄ：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２００４Ｃｈｕｅｔｓ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１３（６）：１０７３

６９）雷生学，刘建波，闫伟，宋田，李昊，李恩健，朱冰清，李颖楠，２０２１，岩体

完整性对载荷干扰定量分析的影响———以天津小辛庄应变为例，地震地质，４３（６）：

１６００—１６１３．

７０）雷生学，冉勇康，李彦宝，李海鸥，高也，郭巍，２０２１，海原断裂干盐池拉分

盆地中央断层的形成机制探讨，地震地质，４３（１）：３６—５２．

７１）雷兴林，王志伟，马胜利，何昌荣，２０２１，关于 ２０２１年 ５月滇西漾濞 ＭＳ６４

地震序列特征及成因的初步研究，地震学报，４３（３）：２６１—２８６＋２６０

７２）ＬｉＡｎ，ＬｉｕＲｕｉ，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２０２１，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ｒａｔｅａｎｄ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ａｃ

ｔｉｖｅＨｕｏｓｈａｏｇｏｕ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ｄｅｆｏｒｍｅｄ

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９：１０４６８８

７３）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ｅｎｊｉｅ，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ＬｉｕＣａ

ｉｃａｉ，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ＭａＹａｎ，ＨａｏＹｕｑｉ，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ＷａｎｇＸｕｅｙｅ，

２０２１，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ｔｅＭｉｏ

ｃｅｎ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ＱａｉｄａｍＢａｓｉｎ，Ｂａｓｉｎ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３３（６）：３２１２—３２３０．

７４）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ｅｎｊｉｅ，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Ｐａｎｇ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１年度报告　　

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ＨａｏＹｕｑｉ，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２０２１，Ｌａｔｅ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

ＥａｓｔＫｕｎｌｕｎＳｈａｎ：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８（３）：ｅ２０２０ＧＬ０９１２８１

７５）李成龙，张国宏，单新建，屈春燕，龚文瑜，贾蕊，赵德政，２０２１，２０２０年 １

月１９日新疆伽师县 ＭＳ６４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与断层滑动分布反演，地球物理学

进展，３６（２）：４８１—４８８．

７６）李传友，张金玉，王伟，孙凯，单新建，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云南漾濞 ６４级地震

发震构造分析，地震地质，４３（３）：７０６—７２１．

７７）ＬｉＤａｈｕ，ＤｉｎｇＺｈｉ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Ｙａｎ，ＷｕＰｉｎｇｐ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Ｌｉｊｕｎ，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

２０２１，Ｕｐｐ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７０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Ｐｈｙｓｉｃｓ，５（４）：３４８—３６１．

７８）李大虎，詹艳，丁志峰，高家乙，吴萍萍，孟令媛，孙翔宇，张旭，２０２１，四

川长宁 ＭＳ６０地震震区上地壳速度结构特征与孕震环境，地球物理学报，６４（１）：

１８—３５．

７９）李得宴，杨维芳，高志钰，蒋玉祥，李蓉蓉，２０２１，一种多因子加权平均温

度模型的构建方法，测绘科学，４６（３）：７３—７９．

８０）Ｌｉ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ＳｈａｏＴｏｎｇｂｉｎ，ＳｏｎｇＭａｏｓｈｕａｎｇ，ＷａｎｇＨａｏ，２０２１，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ｅｅｐｏｆＦａｎｇｓｈａｎｄｏｌｏｍｉｔ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６（５）：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２１４３９

８１）ＬｉＫｅ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ＳｈｅｎＪｕｎ，ＬｉＳｈｅｎｇｈｕａ，２０２１，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ｈ

ｏｄ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ｏｌｄｆｌｕｖｉ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ｃｈｒｏｎ

ｏｍｅｔｒｉａ，４８（１）：３３９—３５０．

８２）李乐意，常宏，关冲，陶亚玲，沈俊杰，秦秀玲，权春艳，常小红，２０２１，青

藏高原新生代古高度研究：现状与展望，地质论评，６７（５）：１４０６—１４４０．

８３）李乐意，常宏，关冲，陶亚玲，沈俊杰，权春艳，秦秀玲，常小红，２０２１，晚

渐新世以来青藏高原北部东昆仑山构造隆升对亚洲内陆干旱化的潜在影响———基于

现代地质观测证据，地质论评，６７（３）：６５５—６６６．

８４）李世念，马瑾，汲云涛，郭彦双，刘力强，２０２１，亚失稳准动态及同震过程

变形场时空演化特征———实验与分析，地震地质，４３（１）：１—１９．

８５）ＬｉＴａｏ，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ＢａｏＹｕｘｉｎ，ＺｈａｎＹａ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ＸｕＸｉｗｅ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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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ｓｓｅｒｒｅＣｅｃｉｌｅ，２０２１，Ｔｈｅ２０１９ＭＷ５８Ｃ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ｃａｓｃａｄｅｒｕｐｔｕｒｅ

ｏｆｆｏｌｄ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ｆｌｕｉ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０１：２２８７２１

８６）Ｌ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ｇ，ＬｕＲｅｎｑｉ，ＧａｏＪｉａｙｉ，ＳｕｎＪｉｅ，ＺｈａｏＸｉａｎｇａｎｇ，Ｍａ

Ｘｉｎｇｑｕａｎ，ＷａｎｇＺｈｉｓｈｕｏ，２０２１，３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ｌｉａｏｆａｕｌｔ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

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ｏｎｇｐｕｓａｇ，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０６：２２８７９８

８７）李伟，谢超，程宏宾，冯兵，２０２１，利用水系方位角和 ＧＰＳ数据研究龙门山

后山断裂运动模式，四川地震，（２）：７—１０．

８８）ＬｉＷｅｎｐｅｎｇ，ＬｉＸｉｎｘｉｎ，ＭｅｉＸｉ，ＺｈａｎｇＦａｎ，ＸｕＪｉｎｇｐｉ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Ｗｅｉ

Ｃｈｕａｎｙｉ，ＬｉｕＱｉｎｇｓｏｎｇ，２０２１，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ｍａ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ａｔ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７８０：１４６５２２

８９）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ＰｉｅｒｃｅＩａｎＫ．Ｄ．，ＢｏｒｍａｎｎＪａｙｎｅＭ．，Ｈａｍｍｏ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Ｃ．，

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１，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ｔ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ｗｉｔｈＧＰＳｂｌｏｃｋ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６（５）：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２０７３３

９０）ＬｉＸｕｅ，ＸｉｏｎｇＢａｏｓｏ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ＨｅＫｅｆｅｎｇ，ＬｉｕＸｉａｏｌｉ，ＬｉｕＺｈｕｍｅｉ，

ＳｈｅｎＺｈａｏｑｉｎｇ，２０２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ｏｆｕｓ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ｒｅｅｉｍａｇｅｓｆｒｏｍａｍｉｎｉ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ａｅｒｉａｌｖｅｈｉｃｌｅ（ＵＡＶ）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ｍｏｔｉｏｎ（ＳｆＭ）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ｏｆｆｓｅ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４２（７）：２４１７—

２４３９．

９１）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ＮｏｃｑｕｅｔＪｅａｎＭａｔｈｉｅ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ＪｉａｎＨｕｉｚｉ，２０２１，Ｈｅｔｅｒｏ

ｇｅｎｅｏｕｓ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６（１１）：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２１１８７

９２）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ＮｏｃｑｕｅｔＪｅａｎＭａｔｈｉｅ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２０２１，Ｇｅ

ｏｄｅｔ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ｈａｌｌｏｗｃｒｅｅｐｏｎｔｈｅＬａｏｈｕｓｈａｎ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６（６）：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２１５７６

９３）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ＨｅＨｕａｉｙｕ，ＰｌｕｍｍｅｒＴｈｏｍａｓＷ．，ＤｉｔｃｈｆｉｅｌｄＰｅｔｅｒＷ．，Ｄ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ＧｕｏＺｈｅｎｇｔａｎｇ，Ｐｏｔｔ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２０２１，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ａｔｉｔｅ（Ｕ－Ｔｈ） ／Ｈｅ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ｕｎｉｔｓｉｎｆｏｓｓ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Ｈｏｍａ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Ｋｅｎｙａ，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５７９：１１０５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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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ＬｉＹｕｈａｎｇ，ＨａｏＭｉｎｇ，ＳｏｎｇＳｈａｎｇｗｕ，ＺｈｕＬｉａｎｇｙｕ，ＣｕｉＤｕｘｉｎ，ＺｈｕａｎｇＷｅｎ

ｑｕａｎ，ＹａｎｇＦａｎ，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２０２１，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ｄｅｆｉｃｉｔａｎｄ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ＡｎｎｉｎｇｈｅＺｅｍｕｈｅＤａ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１９：１０４８９９

９５）ＬｉＹｕｍｅｉ，Ｚｈａｏ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ＺｈａｎｇＹｕｎ，ＫｏｎｇＺｈａｏｃｈｅｎ，２０２１，Ｎｅｗ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ｐａｌ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ｐｏｌｌｅｎｓｉｎｃｅ２５００ｃａｌａＢ．Ｐ．ｉｎ

ｔｈｅＥｂｉｎｕｒＬａｋｅａｒｅａ，Ｎｏｒｔｈ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９５（４）：

１４１３—１４１４．

９６）ＬｉＺｈａｎｆｅｉ，ＸｕＸｉｗｅｉ，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Ｐａｕｌ，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ＬｉＫａｎｇ，ＬｕｏＪｉａｈ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Ｋａ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２０２１，Ｐｏｓｔ－２０ｋ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ａｒｐｓａｌｏｎｇＮＥＴｉｂｅｔｓＱｉｌｉａｎ

Ｓｈａｎｆｒｏｎｔａｌｔｈｒｕｓｔ：Ｍｕｌｔｉ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ｔｕｒｎ，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ｕｐ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１２６（１２）：

ｅ２０２１ＪＢ０２１８８９

９７）Ｌｉ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ＣｈｅｎｇＦｅｎｇ，ＨａｏＭｉｎｇ，ＹｏｕｎｇＺａｃｈａｒｙＭ．，ＳｏｎｇＳｈａｎｇｗｕ，

ＹａｎｇＦ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Ｗｅｎｑｕａｎ，２０２１，Ｓｔｒａ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

ｏｒｏｇｅ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６８９０８７

９８）Ｌｉ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ＫｒｅｅｍｅｒＣｏｒｎｅ，２０２１，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ｍａｎｔｌ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ｕｎｄｅｒｎｅａ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ｐｌａｔ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６６：１１６９６９

９９）ＬｉＺ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ｙａｎ，Ｙｕ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ＳｕＱｉ，ＭｉａｏＸｉａ

ｏｄｏｎｇ，ＬｕＨｕａｙｕ，２０２１，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ｂａｓｅ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ｎｆｌｕｖｉａｌ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ｌｌｙａｃｔｉｖｅＬａｏｈｕａｎｄＨａｓ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４（６）：９０６—９１９．

１００）李智敏，李文巧，李涛，徐岳仁，苏鹏，郭鹏，孙浩越，哈广浩，陈桂华，

袁兆德，李忠武，李鑫，杨理臣，马震，姚生海，熊仁伟，张彦博，盖海龙，殷翔，徐

玮阳，董金元，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２日青海玛多 ＭＳ７４地震的发震构造和地表破裂

初步调查，地震地质，４３（３）：７２２—７３７．

１０１）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ｊｉ，ＱｉａｏＸｉｕｆｕ，ＤａｉＦｕｃｈｕ，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２０２１，

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ｌｌｙ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ｓｏｆ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ａｓｈｋｏｒｇａｎ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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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ｓ，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ｍｉｒ，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６４：８２—９２．

１０２）ＬｉａｎｇＳｈｕｍｉ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Ｇａｎ，ＤｕａｎＬｅｉ，Ｙａｎｇ

Ｊｉｎｇｊｕｎ，ＰｅｎｇＨｕｉ，ＳｕｎＸｉｎ，２０２１，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ｓｓｉｎｃｅ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Ｇｕｌａｎｇｆａｕｌｔ，

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７２３７５１

１０３）ＬｉａｎｇＺｉｈａｎ，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ＳｕｎＷｅｎ，ＺｈｕａｎｇＱｉｔｉａｎ，２０２１，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Ｆｕｙｕｎｆａｕｌｔ，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１（Ｓｐｅｃｉａｌ２）：７９１３５５４

１０４）梁子晗，魏占玉，庄其天，孙稳，何宏林，２０２１，基于高分辨率地形数据的

富蕴 Ｍ８０地震地表破裂带精细特征，地震地质，４３（６）：１５０７—１５２３．

１０５）廖微，姚琪，廖林，张微，姜祥华，杨文，２０２１，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

统计学方法在地震统计中的应用，中国地震，３７（３）：６９５—７０３．

１０６）ＬｉｎＬｉ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Ｘｕｅｍｅｉ，ＭａＺｉｆａ，２０２１，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ｂａｓｉｎ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Ｋｈｉｎｇ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ｉｎＮＥ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９：７９６６１０

１０７）林玲玲，李雪梅，张会平，马字发，２０２１，鄂尔多斯西北缘桌子山地区河流

袭夺和分水岭迁移研究，地质力学学报，２７（２）：２９４—３０３．

１０８）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ＤｕｐｏｎｔＮｉｖｅｔ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ＷａｎｇＷｅｉ，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２０２１，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ｐｅｄ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ｓｏｉｌ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Ｐａｌａｅｏ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５６７：１１０２４０

１０９）刘超亚，董彦芳，洪顺英，孟国杰，黄星，刘泰，２０２１，利用 ＩｎＳＡＲ获取

２０２０年新疆于田 ＭＷ６３地震同震形变场与断层滑动分布反演，地震，４１（２）：６２—

７９．

１１０）ＬｉｕＦａｎｇｂｉｎ，ＤａｎｉｓｉｋＭａｒｔｉ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Ｋｅｒｒｙ，ＮｉｅＪｕｎｓｈｅｎｇ，

２０２１，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ｖｅｒｓｕｓ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ｆｏｒｃｉｎｇｏｎ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３３（１－２）：２３３—２４２．

１１１）刘方斌，聂军胜，郑德文，庞建章，２０２１，青藏高原东南缘新生代剥露历史

及驱动机制探讨：以临沧花岗岩地区为例，地球科学进展，３６（４）：４２１—４４１．

１１２）刘静，袁兆德，徐岳仁，邵延秀，王鹏，徐晶，林舟，韩龙飞，２０２１，古地震

学：活动断裂强震复发规律的研究，地学前缘，２８（２）：２１１—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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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ＬｉｕＪｉｎｒｕｉ，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ＭｉｎＷｅｉ，ＨａＧｕａｎｇｈａｏ，ＬｅｉＪｉｎｇｈａｏ，２０２１，Ｔｈｅａｄ

ｖａｎｃｅｉｎ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Ａｒｅｖｉｅｗ，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ｄ

ｖａｎｃｅｓ，１（４）：１０００３２

１１４）刘俊清，甘卫军，王光明，王忠礼，张宇，蔡宏雷，李仲巍，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

５月２１日云南漾濞ＭＳ６４地震序列地震矩张量及发震构造，地球物理学报，６４（１２）：

４４７５—４４８７．

１１５）刘亢，李红光，李亦纲，南燕云，张迎峰，２０２１，２００８年汶川ＭＳ８０地震震

害分布与构造关系研究，地球科学前沿 （汉斯），１１（１１）：１４２５—１４３４．

１１６）刘亢，李岩峰，郭辉文，张迎峰，２０２１，１９４８年川西理塘 Ｍ７３地震地表破

裂特征及 Ｒｉｅｄｅｌ剪切构造分析，地质学报，９５（８）：２３４６—２３６０．

１１７）ＬｉｕＬ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２１，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ａｒｓｅｐｈａｓｅ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４：４６７５—４６８３．

１１８）ＬｉｕＱｉｎｇｒｉ，ＬｉＹｏｕｌｉ，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Ｇ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ＺｈａｏＸｕｄ

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Ｆｅｉｐｅｎｇ，ＨｕＸｉｕ，ＺｈｏｎｇＹｕｅｚｈｉ，ＸｉｎＷｅｉｌｉｎ，２０２１，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ｔｅａｄｙ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ｌ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ＥＴｉｂｅｔ，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０７：

２２８７７５

１１９）ＬｉｕＱｉｎｇｒ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Ｙｏｕｌｉ，ＨｕａｎｇＦｅｉｐｅｎｇ，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ＬｅｉＪｉｎｇ

ｈａｏ，ＸｉｎＷｅｉｌｉｎ，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１，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ｌｅＤａｍａｙｉｎｇｆａｕｌｔ

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６３５７０２

１２０）刘双童，徐鉴民，高志钰，陈晨，杨树文，２０２１，顾及有色噪声影响的甘肃

境内 ＣＭＯＮＯＣ基准站坐标时间序列分析，全球定位系统，４６（１）：４３—４９．

１２１）卢丽莉，陈顺云，刘琼颖，闫玮，刘培洵，宋春燕，冯嘉辉，陈立春，２０２１，

利用基岩温度获取地下流体运移特征：以喀什地区为例，地球物理学报，６４（１２）：

４５９４—４６０６．

１２２）ＬｕＲｅｎｑｉ，ＨｅＤｅｎｇｆａ，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ＴａｏＷｅｉ，ＨｕａｎｇＨａｎｙｕ，ＸｕＦａｎｇ，Ｌｉｕ

Ｇｕａｎｓｈｅｎ，２０２１，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２（６）：３７５７—３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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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ＬｕＹａｎｇｗｅｉ，ＪｉＳｈｅｎｇｙｕｅ，ＴｕＲｕｉ，ＷｅｎｇＤｕｏｊｉｅ，ＬｕＸｉａｏｃｈｕｎ，ＣｈｅｎＷｕ，

２０２１，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ｌｏ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ｐｒｅｃｉｓｅｔｉｍ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ＴＳｄａ

ｔａ，Ｓｅｎｓｏｒｓ，２１（１）：５３

１２４）路珍，郭志，黄伟亮，张佩，李君，张媛媛，２０２１，２００９年陕西高陵 ＭＬ４８

地震震源参数及构造特征分析，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４１（１１）：１１５７—１１６２．

１２５）罗明，龚志军，刘进峰，彭花明，罗佳宏，毛宁凤，２０２１，岩石表层光释光

测年技术再优化以获得岩石实际侵蚀速率，第四纪研究，４１（６）：１７６４—１７７０．

１２６）ＬｕｏＱｕａｎｘ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Ｒｅｎ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ＤｏｎｇＪｉｎｙｕａｎ，２０２１，

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ｏｔｗａｌｌ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ｇａｏＴｉａｎｚｈｅｎ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ｈａｎｘｉ

Ｇｒａｂｅ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０（１１）：ｅ２０２０ＴＣ００６５９３

１２７）ＬüＬｉｘｉｎｇ，ＬｉＴａｏ，ＣｈｅｎＺｈｕｘｉｎ，ＣｈｅｎＪｉｅ，Ｊｏｂ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ＦａｎｇＬｉ

ｈｕａ，２０２１，Ａ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Ｍ５５－７０）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 ｔｈｅＪｉａｓｈｉＫｅｐ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Ｔｉａｎ Ｓｈａ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ｆｒｏｎ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４０（１２）：ｅ２０２１ＴＣ００６７６０

１２８）ＬüＬｉｘｉｎｇ，ＳｕｎＪｉｍｉｎ，Ｊｉａ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ＷｕＬｉｎ，２０２１，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ｈｒｕｓｔｐｒｏｐ

ａ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Ｋｅｐｉｎｇｆｏｌｄａｎｄ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ａｎ

Ｓｈ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ｐａｔｉｔｅ（Ｕ－Ｔｈ） ／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１４：２２８９６６

１２９）ＭａＹａ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Ｗａｎｇ

Ｙｉｚｈｏｕ，ＷｕＹｉｎｇ，ＨｅＨｕａｉｙｕ，ＳｔｕａｒｔＦｉｎｌａｙＭ．，ＸｕＳｈｅｎｇ，２０２１，Ｐｌｉｏ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ＩｒｔｙｓｈＲｉｖｅｒｉｎＪｕｎｇｇａｒ，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ｉｂｅｒｉａｎＡｒｃｔｉｃ

ｒｉｖ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ｍｐａｃｔ，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

４８（１２）：ｅ２０２１ＧＬ０９３２１７

１３０）马永法，詹涛，杨业，杨会丽，刘进峰，梁彦霞，黄荣富，张俊，２０２１，东北

平原东部天恒山钻孔色度变化特征与古气候意义及对松嫩古湖演化的指示，地质学

报，９５（１１）：３５１９—３５３１．

１３１）ＭａｏＬｉｎｇｔａｏ，ＬｉｕＨａｉｚｈｏｕ，ＬｅｉＹｕ，ＷｕＪ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ＪｕＹａｎｇ，ＣｈｉａｎｇＦｕｐｅｎ，

２０２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３Ｄ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ｉｎｒｏｃｋｓ，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Ｒｏｃｋ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５４（９）：４９４９—４９６４．

１３２）苗树清，胡宗凯，张玲，杨海波，杨晓平，２０２１，洪积扇顶部活动走滑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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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断错地貌分析———以新疆塔城盆地东缘阿合别斗河冲洪积扇为例，地震地质，

４３（３）：４８８—５０３．

１３３）牛露，周永胜，姚文明，马玺，何昌荣，２０２１，花岗岩非稳态流变实验，地

震地质，４３（１）：２０—３５．

１３４）ＰｉｅｒｃｅＩａｎＫ．Ｄ．，ＷｅｓｎｏｕｓｋｙＳｔｅｖｅｎＧ．，ＯｗｅｎＬｅｗｉｓＡ．，ＢｏｒｍａｎｎＪａｙｎｅ

Ｍ．，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ＣａｆｆｅｅＭａｒｃ，２０２１，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ｔｅ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ｔｒｉｋｅ

ｓｌｉｐ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ＷａｌｋｅｒＬａｎ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０（２）：ｅ２０１９ＴＣ００５６１２

１３５）ＱｉａｏＸｉ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ＬｉｕＬｉａｎ，２０２１，Ｉｎｔｅｒ

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ａｎｄ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ＧＰ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３（１６）：３３３３

１３６）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Ｋｅｃｈａｎｇ，２０２１，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ｕｌｓｅｄｂｌｕｅ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ａｎｄ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ｓ，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ａ，

４８（１）：１３８—１４６．

１３７）ＱｉｎＹｉｇｅｎ，ＹａｎｇＧｅｎｌａｎ，ＬｕＫｕｎｐｅｎｇ，ＳｕｎＱ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ＸｉｅＪｉｎ，ＷｕＹｕｎｗｕ，

２０２１，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ｖｅＧＩＳ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ｅｄｉ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Ｋａｉ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Ｃｈｉｎａ，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３（１１）：６４４１

１３８）邱江涛，季灵运，刘雷，刘传金，２０２１，２０２０年西藏尼玛 ＭＷ６３地震的 Ｉｎ

ＳＡＲ同震形变与构造意义，地震地质，４３（６）：１５８６—１５９９．

１３９）ＱｉｕＪｉａｎｈｕａ，ＲａｏＧａｎｇ，ＹｕＹａｎｇｌｉ，ＷａｎｇＸｉｎ，ＰｅｎｇＺｈｅｎｙｕ，ＧａｏＬｉｎ，Ｙａｎｇ

Ｄｉｓ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ｘｉｎ，ＹａｏＱｉ，２０２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Ｊｕｎｇｇａｒｆｏｌｄａｎｄ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０（８）：ｅ２０２１ＴＣ００６７１２

１４０）ＲａｏＧａｎｇ，ＬｅＢｅｏｎＭａｒｙｌｉｎｅ，ＬｕＲｅｎｑｉ，ＧｒａｖｅｌｅａｕＦａｂｉｅｎ，ＷｕＪｏｎｎｙ，Ｄｅｌ

ｃａｉｌｌａｕＢｅｒｎａｒｄ，２０２１，Ａｃｔｉｖｅｆｏｌｄａｎｄ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ｓ：Ｆｒｏｍ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８１６１５７

１４１）ＲｅｂｅｔｓｋｙＹｕ．Ｌ．，ＧｕｏＹ．，ＷａｎｇＫ．，ＡｌｅｋｓｅｅｖＲ．Ｓ．，ＭａｒｉｎｉｎＡ．Ｖ．，

２０２１，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Ｇｅｏ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５５（６）：８４４—８６３．

１４２）Ｒｅｍｂ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ｏｂｅｌＥｄｗａｒｄＲ．，ＫｌｅｙＪｏｎａｓ，ＺｈｏｕＲｅｎｊｉｅ，ＴｈｉｅｄｅＲａｓ

ｍｕｓ，ＣｈｅｎＪｉｅ，２０２１，Ｔｈ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ａｒｃ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Ｐａｍｉｒ，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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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６６９７８５８

１４３）Ｒｅｎ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ＷｕＣｈｕａｎｙ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Ｓｉｙｕ，

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２０２１，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ｎｄ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

Ｂａｏｅｒｔｕｆａｕｌ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１０Ｂｅ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ｇｅｓ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

Ｓｈａｎ，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１（１）：７８６６９２０

１４４）任静，李志强，李晓丽，黄帅堂，谭专条，陈雅慧，于晨，姚琪，２０２１，２０１９

年 ６月 １７日四川长宁 ＭＳ６０地震灾害损失快速评估精准性分析，地震地磁观测与研

究，４２（４）：６７—７９．

１４５）任静，张方浩，李志强，陈经纶，李晓丽，于晨，谭专条，陈雅慧，黄帅堂，

姚琪，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１日云南漾濞 ６４级地震灾害损失快速评估结果分析，震

灾防御技术，１６（３）：４５４—４６６．

１４６）ＲｅｎＸｉａｏｌｉｎ，ＸｕＪｕｎｊｉｅ，ＷａｎｇＨｕｉ，Ｓｔｏｒｏｚｕｍ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ｕＰｅｎｇ，ＭｏＤｕｏｗｅｎ，

ＬｉＴｕｏｙｕ，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ＫｉｄｄｅｒＴｒｉｓｔｒａｍＲ．，２０２１，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ｏｆ

Ｃｈｉ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６（５）：５５０３０

１４７）ＲｙｂａｃｋｉＥ．，ＮｉｕＬ．，ＥｖａｎｓＢ．，２０２１，Ｓｅｍｉｂｒｉｔｔｌ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ｒａｒａ

ｍａｒｂｌｅ：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ｗｉｎｎ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１２６（１２）：ｅ２０２１ＪＢ０２２５７３

１４８）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ｊｉｅ，ＹｉｎＨａｏ，Ｌｉｕ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ＬｉｕＹｕｎ

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２０２１，ＧＮＳＳｆｏｒｑｕａｓ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ｗａｒｄ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２（５）：２９８８—２９９７．

１４９）ＳｈａｏＴｏｎｇｂｉｎ，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ＳｏｎｇＭａｏｓｈｕａｎｇ，ＭａＸｉ，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Ｙａｏ

Ｗｅｎｍｉｎｇ，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Ｌｉ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２０２１，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ｇｏｒｉｔｅ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６（６）：ｅ２０２１ＪＢ０２１６５０

１５０）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ＶａｎｄｅｒＷｏｅｒｄＪｅｒｏｍｅ，ＫｌｉｎｇｅｒＹａｎｎ，ＯｓｋｉｎＭｉ

ｃｈａｅｌＥ．，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ｔａｏ，ＷａｎｇＷｅｉ，ＹａｏＷｅｎｑｉａｎ，２０２１，

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１４Ｃ，ａｎｄ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ｉｓｏｔｏｐｅｄ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３３（７－８）：１３４７—１３６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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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１年度报告　　

１５１）Ｓｈｅｎ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ＴｉａｎＹｕｎｔａｏ，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ＷｕＬｉｎ，Ｊｉａ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ＴａｎｇＸｉ

ｕｄａｎｇ，ＬｅｉＨａｉｊｉａ，Ｙｕａｎ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ＧｅＹｕｋｕｉ，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２０２１，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Ｑｕａｔｅｒｎａ

ｒｙ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７４１４９１

１５２）ＳｈｉＦｅｎｇ，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ＺｈｏｕＣｈａｏ，ＬｉｕＹｉｄｕｏ，２０２１，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ｕｐ

ｌｉｆｔｏ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ｘａｍ

ｐｌｅｓ，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８９：１０７８６２

１５３）石灵，王萍，黄良珂，２０２１，青藏高原地区大气加权平均温度模型的构

建，测绘通报，（４）：５２—５９．

１５４）ＳｈｉＰｅｎｇｆｅｉ，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Ｍａ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Ｃｕｉ

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２０２１，Ｔｈｅ２０－ｙｅａｒ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Ｐｏ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

ｒｏｌｏｇｙ，２２（１１）：２８７７—２８９６．

１５５）ＳｉｌｖｅｒｉｉＦ．，ＭａｃｃａｆｅｒｒｉＦ．，ＲｉｃｈｔｅｒＧ．，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ＣａｎｓａｄｏＢ．，ＷａｎｇＲ．，

ＨａｉｎｚｌＳ．，ＤａｈｍＴ．，２０２１，Ｐｏ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ｅａｌｅｄｇａｓ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ｃｙｃｌｉｃ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ａｑｕｉｆｅｒ，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２２７（２）：１３２２—１３３８．

１５６）ＳｕＰｅｎｇ，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ＬｉｕＹｉｄｕｏ，ＳｈｉＦｅｎｇ，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２０２１，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ｘｉＲｉｆ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ｌｏｗ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ｉｎ ａｐｌａｔ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４０（３）：

ｅ２０２０ＴＣ００６２９８

１５７）苏鹏，鲁人齐，徐芳，侯江飞，彭白，刘冠伸，蔡明刚，２０２１，地质雷达在

城市活动断层探测中的应用———以鹤壁市汤东断裂为例，地质论评，６７（Ｓ１）：４０—

４２．

１５８）隋哲民，李建章，佟雪佳，高志钰，２０２１，新疆陆态网络坐标时间序列噪声

模型分析，导航定位学报，９（４）：３２—３９．

１５９）孙凯，孟国杰，洪顺英，苏小宁，黄星，董彦芳，Ｈｉｒｏａｋｉ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Ｍａｋｏ

Ｏｈｚｏｎｏ，２０２１，联合 ＩｎＳＡＲ和 ＧＰＳ研究鲜水河断裂带炉霍－道孚段震间运动特征，地

球物理学报，６４（７）：２２７８—２２９６．

１６０）孙?，邓成龙，郝青振，刘彩彩，易亮，刘平，高新勃，熊建国，杨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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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俊逸，２０２１，中国第四纪岩石地层划分和对比，地层学杂志，４５（３）：４４０—４５９．

１６１）Ｔ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ＷｅｒｎｅｒＴｉｍＴ．，ＸｉｅＨｅｐｉ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ｓｏｎｇ，ＳｈｉＺｅｍｉｎｇ，２０２１，

Ａｇｌｏｂａｌｓｃａｌ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ｍｉｎｅａｒｅａｓ，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４：１０３５７８

１６２）唐茂云，刘静，李翠平，王伟，张金玉，许强，２０２１，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新

生代盆地古高度重建研究与进展，地震地质，４３（３）：５７６—５９９．

１６３）ＴｉａｎＱｉｎｇｙｉｎｇ，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Ｈａｏ，ＬｉＺｈ

ｉ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Ｌ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Ｙｉｐｅｎｇ，ＸｕＢｉｎ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１，Ｌａｔｅ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ａｌｅｏ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１０Ｂｅｉｎ

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８６：１０７７５１

１６４）ＴｏｎｇＹａｂｏ，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ｙｕ，ＰｅｉＪｕｎｌｉｎｇ，ＷａｎｇＨｅｎｇ，ＷｕＺｈｏｎｇｈａｉ，Ｌｉ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２０２１，Ｃｒｕｓｔａｌ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ｉｎｃｅｔｈｅ

ｌａｔｅ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６（１）：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２０１５３

１６５）万永魁，沈小七，刘瑞丰，刘峡，郑智江，李媛，张扬，王雷，２０２１，川滇地

区活动块体边界断裂现今运动和应力分布，地震地质，４３（６）：１６１４—１６３７．

１６６）ＷａｎｇＢｉｒｅｎ，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ＬｉＳｈｕｃａｉ，Ｔｅｎｇ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Ｘｉｎｊｉｅ，Ｈｕａｎｇ

Ｆｕｙｏｎｇ，ＣａｏＪｕｎ，ＹａｎｇＢ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ｉ，ＺｈｏｕＹｉ，２０２１，Ａｇ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ａｎＥａｒｌｙ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ｖｏｌｃａｎｏ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

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ｅｉｓｈ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５６（３）：１３４６—１３５７．

１６７）ＷａｎｇＢｉｒｅｎ，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ＬｉＳｈｕｃａｉ，Ｔｅｎｇ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Ｘｉｎｊｉｅ，Ｈｕａｎｇ

Ｆｕｙ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ｉ，ＣａｏＪｕｎ，ＺｈｏｕＹ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ｃｈｕａｎ，ＬｉＪｉｎｇ，２０２１，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

ｏｇｙ，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ａｒｌｙ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ｅｉｓｈ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３５２：１０６０１６

１６８）ＷａｎｇＢｏ，ＺｈｏｕＸｉａｏｃ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ＹａｎＹｕｃｏｎｇ，ＬｉＹｉｎｇ，Ｏｕｙａｎｇ

Ｓｈｕｐｅｉ，ＬｉｕＦｅｎｇｌｉ，ＺｈｏｎｇＪｕｎ，２０２１，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ｐｒｉｎｇｓ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Ｗａｔｅｒ，１３（２４）：３５２３

１６９）ＷａｎｇＤｕｏ，Ｃ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ＨａｎＦｅｉ，ＭａｏＺｅｂｉｎ，ＤｕＪｉｎｈ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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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ＷａｎｇＸｕｌｏｎｇ，２０２１，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ＧｙａｒｉｎｇＣｏｆａｕｌ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ｔｒａｉ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ｉｂｅ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０（５）：ｅ２０２０ＴＣ００６１１０

１７０）王富东，赵学钦，董发勤，ＣａｐｅｚｚｕｏｌｉＥｎｒｉｃｏ，Ｍａｌｏｖ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Ｉ．，杜杰，

２０２１，青藏高原东缘九寨沟高寒钙华分类与命名，中国岩溶，４０（１）：１１２—１２４．

１７１）ＷａｎｇＨｕｉｙｉｎｇ，ＴｏｎｇＫａｎｇｙｉ，Ｈｕ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ＬｉＤｅｈ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

ｗｅｉ，ＣａｏＧｕｉｒ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ｆｕ，ＣｈｅｎＪｉｅ，２０２１，Ｄａｍａｎｄｍｅｇａｆｌｏｏｄｓａ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Ｂｅｎｄｏｆ

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Ｍａｘｉｍｕｍ，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７３：１０７４９１

１７２）ＷａｎｇＨｕｉ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ＨｕＧａｎｇ，ＧｅＹｕｋｕｉ，ＹｕａｎＲｅｎｍａｏ，２０２１，Ａｎ

Ｅａｒｌｙ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ｒｉｖｅｒｂｌｏｃｋａｇｅｅｖ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ＮａｍｃｈｅＢａｒｗａＳｙｎｔａｘ

ｉｓ，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９５：１０７９９０

１７３）王凯英，金明培，黄雅，党文杰，李文涛，卓燕群，何昌荣，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１日云南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序列的时空演化，地震地质，４３（４）：１０３０—１０３９．

１７４）ＷａｎｇＭ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Ｂｕ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ＷａｎｇＦａｎ，

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ａｏ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ＷａｎｇＱｉ，ＪｉａｎｇＺａｉｓｅｎ，ＣｈｅｎＷｅｉｔａｏ，ＨａｏＭｉｎｇ，

ＬｉＹｕ，ＧｕＴｉｅ，ＴａｏＷｅｉ，ＷａｎｇＫ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ａｎ，２０２１，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ｓ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６（９）：ｅ２０２１ＪＢ０２２３９９

１７５）王萍，王慧颖，胡钢，覃金堂，李翠平，２０２１，雅鲁藏布江流域古堰塞湖群

的发育及其地质意义初探，地学前缘，２８（２）：３５—４５．

１７６）王绍俊，刘云华，单新建，屈春燕，张国宏，解朝娣，赵德政，范晓冉，华

俊，梁诗明，张克亮，代成龙，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云南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同震地表形变与断

层滑动分布，地震地质，４３（３）：６９２—７０５．

１７７）ＷａｎｇＳｈｉｊｉｎ，ＹａｎｇＹｕａｎｄｅ，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ＣｈｅＹａｎｊｕｎ，ＭａＸｉｎｇｇａｎｇ，Ｘｉｅ

Ｊｉａ，２０２１，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Ｊｉｗｅｎｃｏｇｌａｃｉａｌｌａｋｅｏｕｔｂｕｒｓｔｆｌｏｏｄ（ＧＬＯＦ）ａｎｄ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ｏ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３（１６）：３１１４

１７８）ＷａｎｇＷｅｉ，ＧｏｄａｒｄＶｉｎｃｅｎｔ，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Ｘｕ，ＹａｏＷｅｎｑｉａｎ，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ＡｕｍａｉｔｒｅＧｅｏｒｇｅｓ，ＢｏｕｒｌｅｓＤｉｄｉｅｒＬ．，Ｋｅｄｄａｄｏｕｃｈｅ

Ｋａｒｉｍ，２０２１，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

ｂｅ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０（３）：ｅ２０２０ＴＣ００６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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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ＷａｎｇＺｈｉｃａｉ，ＬｉｕＫａｎｇ，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ＬｉｕＣａ

ｉｃａ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２０２１，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ｘｙ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ｎｍｉｄｄｌｅ

ｌａｔ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ｕｓｈａｎＢａｓｉ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

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３３（１－２）：１４９—１５８．

１８０）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Ｐ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ＨａｏＹｕｑｉ，２０２１，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ＡｎｎｉｎｇｈｅＲｉｖ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ｂｏｔｈ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８（１１）：ｅ２０２１ＧＬ０９２５８７

１８１）王志伟，马胜利，雷兴林，王凯英，２０２１，基于加密地震观测讨论红河断裂

带北段维西－乔后断层的地震活动性特征，地震地质，４３（６）：１５２４—１５３６．

１８２）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Ｗｅｎｐｅｎｇ，２０２１，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ＥＳＲ）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Ｅ′１ｃｅｎｔ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ｕｓｅｉｎｆｌｕｖｉａｌ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ｓ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ｃｉｎｇ，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ａ，４８（１）：１９７—２０４．

１８３）Ｗｅｉ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ＳｈｉＷｅｉ，ＧｕｏＱｉａｏ

ｑ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Ｓｉｑｉ，２０２１，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ｐｏｌｌ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ｔｏｔｈｅ１９３３Ｄｉｅｘｉ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１２９：１０７８８７

１８４）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ＳｕｎＷｅｎ，ＬｉａｎｇＺｉｈａｎ，２０２１，Ｃｏｎｓｔｒａｉ

ｎｉｎｇ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ｌｉｐｕｓ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Ｍｏ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ｍａｐｐｉｎｇ（Ｅａｓｔ

Ｈｅｌａ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７５：１０７５５２

１８５）ＷｕＤｅｎｇｙｕｎ，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ＬｉｕＪｉｎｒｕｉ，ＣｈｅｎＪｉｅ，ＧｕｏＰｅｎｇ，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

ＲａｎＨｏｎｇｌｉｕ，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２０２１，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２０１８ＭＷ７５Ｐａｌ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ｕｌａｗｅｓｉＩｓｌａｎｄ，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３３（５－６）：１１５７—１１６６．

１８６）ＷｕＬｉｎ，ＷａｎｇＦｅｉ，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ｙｏｎｇ，ＳｈｉＧｕａｎｇｈａｉ，Ｄａｎｉｓｉｋ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Ｄｅ

ｆｅｎｇ，ＳｕｎＪｉｎｇｂｏ，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Ｓｈｅｎ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ＺａｗＴｈａｎ，２０２１，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ｐ

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Ｋ－１ａｐａｔｉｔｅａｓ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Ｕ－Ｔｈ） ／Ｈｅ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５７５：１２０２５５

１８７）解朝娣，王英楠，闫如玉，杨颖，李孟洋，于海英，刘本玉，２０２１，２０１４年

四川康定 ＭＳ６３和 ＭＳ５８地震的应力触发研究，地震研究，４４（１）：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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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１年度报告　　

１８８）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ＬｉｕＱｉｎｇｒｉ，ＬｉＹｏｕｌｉ，Ｚｈａｎｇ

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１，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ｅｓｔ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ａｅｏｌｉａ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５６１：１１００８０

１８９）Ｘｕ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ＪＲａｍóｎ，ＣｈｅｎＪｉｅ，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Ｍ．，Ｌｉ

Ｔａｏ，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ＯｗｅｎＬｅｗｉｓＡ．，２０２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ｙｏｕｎｇ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ｒｉｓｅｒｄｅｇｒａｄａ

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ｍｏｄｅ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Ｋｏｎｇｕｒ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Ｐａｍ

ｉｒ，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４６（１）：２８０—２９５．

１９０）徐小波，马超，屈春燕，单新建，连达军，孟秀军，２０２１，豫北安阳市区及

水冶镇城市地面沉降的时间序列分析，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４０（１）：

７４—８２．

１９１）ＸｕＸｉａｏｂｏ，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ＭａＣｈａｏ，ＬｉａｎＤａｊｕｎ，２０２１，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ｕｂｓｉｄ

ｅｎ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ｚｈｏｕｓｕｂｗａｙｕｓｉｎｇＩｎＳＡＲ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ＥＥＥＡｃｃｅｓｓ，９：

３４００—３４１６．

１９２）ＹａｎＹａｎ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ｆｕ，ＨｕＧａｎｇ，ＺｈｏｕＬｉｐｉｎｇ，２０２１，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ｃｈｒｏ

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Ｈｅｉｙｕｋｏｕａｒｅａ，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ｕｐｌｉｆｔ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ａ，４８（１）：３２５—３３８．

１９３）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Ｄｉｃｋｓｏｎ，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２０２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ｃｒｕｓｔ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ｅｉｓｈａｎ，ＮＷ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Ｌｉｕｙｕａｎｓｉｎｉｓｔ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ｕｐｌｅｘ，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０３：２２８７５８

１９４）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Ｄｉｃｋｓｏｎ，Ｈｕ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ｎａｎ，Ｈｕ

Ｚｏｎｇｋａｉ，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２０２１，Ｌａｔ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ｔｏ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ＪｉｕｊｉｎｇＢａｓ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ｅｉｓｈａｎｂｌｏｃｋ，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ｒｅａｃｔｉ

ｖ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ｉｂｅｔ，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１（１）：６６７０３６５

１９５）ＹａｎｇＪｉｎｓｏｎｇ，ＳｈｅｎＪｉａｎｍｅｉ，ＮｉｅＺｈｅｎｌｏ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ｅ，Ｌｉ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Ｇａｏ

ｌｅｉ，２０２１，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ｐａｌｅｏｆｌｏｏ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Ｂａ

ｄａｉｎＪａｒａｎＤｅｓｅｒｔ，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９５（５）：

１７８４—１７８５．

１９６）杨劲松，赵华，宋磊，吉云平，张鹏，范金伟，２０２１，河北省顺平县地质遗

迹资源特征与区划分析，地质与资源，３０（５）：６０２—６０８＋６１６

１９７）ＹａｎｇＹｅ，ＬｉｕＹｕ，ＭａＹａｎ，ＸｕＳｈｅｎｇ，ＬｉｕＣ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Ｓｈｉｊｉｅ，Ｓｔｕ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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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ＦｉｎｌａｙＭ．，ＦａｂｅｌＤｅｒｅｋ，２０２１，Ｉｎｓｉｔｕ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１０Ｂｅ，２６Ａｌ，ａｎｄ２１Ｎｅｄａｔｉｎｇｉｎ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４（８）：

１３０５—１３１７．

１９８）ＹａｎｇＺｈｉｇａｏ，ＬｉｕＪｉｅ，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ｍｅｉ，ＤｅｎｇＷｅｎｚｅ，ＤｕＧｕａｎｇｂａｏ，ＷｕＸｉｙ

ａｎ，２０２１，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ｂｉ，Ｙｕｎｎａｎ，ＭＳ６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ｆＭａｙ２１，

２０２１，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Ｐｈｙｓｉｃｓ，５（４）：３６２—３６４．

１９９）姚琪，马未宇，张学东，康春丽，张岩，杨文，任静，于晨，２０２１，空－地－

深地震地质灾害监测分析方法研究进展，中国科技成果，（４）：１５—１６．

２００）ＹａｏＱｉ，ＹａｎｇＷｅ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ｈｕａ，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ｕＪｉｅ，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ｘ

ｉａｎ，ＷａｎｇＨｕｉ，ＲｅｎＪｉｎｇ，ＹｕＣｈｅｎｇ，ＹｕｅＣｈｏｎｇ，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２０２１，Ｔｈｅ２０２０Ｍ６４

Ｊｉａｓｈ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ｅｖｅｎｔｔｈａ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ｄｅｃｏｌｌ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Ｋａｐｉｎｇｆｏｌｄａｎｄ

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９：

６４７５７７

２０１）姚远，李涛，刘奇，邸宁，２０２１，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９日新疆伽师 ＭＷ６０地震震

中区地质灾害特点，地震地质，４３（２）：４１０—４２９．

２０２）ＹａｏＹｕａｎ，ＴａｎｇＬｉｈｕａ，ＬｉＷｅｎｑｉａｎ，ＨｅＪｉｎｇａｎｇ，ＪｉａＨａｉｌｉａｎｇ，２０２１，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ｍａｇ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Ｘｉｋｅｒｅａｒｔｈｄａｍ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２０Ｊｉａｓｈ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７２１９９７

２０３）ＹａｏＹｕａｎ，ＷｅｎＳｈａｏｙａｎ，ＬｉＴａｏ，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２０２１，Ｔｈｅ２０２０ＭＷ６０

Ｊｉａｓｈ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ｆｏｌ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ｖ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２（２）：８５９—８６９．

２０４）叶涛，陈小斌，黄清华，崔腾发，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１日云南漾濞地震

（ＭＳ６４）震源区三维电性结构及发震机制讨论，地球物理学报，６４（７）：２２６７—

２２７７．

２０５）ＹｉＹａｎａｎ，ＬｉｕＧｕａｎｇｙａｎ，ＬｉｎＧｕａｎｇ，ＳｕｎＬｉｂｉｎ，ＳｈｉＬｉ，ＭａＱｉｎｗｅｉ，ＭａＳｈａ

ｏｐｅｎｇ，２０２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ｔ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ｖｉａ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ｌｅｎｇ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５４３：１５２５０２

２０６）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ｕａｎＲｅｎｍａｏ，ＨａｎＦｅｉ，ＤｉｎｇＲｕｉ，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２０２１，ＥＳＲ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ｂｅｄｒｏｃｋ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ａｒｅ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

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Ｌｉ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ｉｎ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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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ｒｉａ，４８（１）：２１５—２２１．

２０７）喻国，肖骑彬，李满，２０２１，大地电磁二维各向异性反演及其在青藏高原

北部的应用，地球物理学报，６４（６）：２１０８—２１２６．

２０８）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ＷａｌｋｅｒＲ．Ｔ．，ＲｈｏｄｅｓＥ．Ｊ．，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

ＷａｎｇＳｉｙｕ，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ＬｉｕＦａｎｇｂｉｎ，ＨａｏＹｕｑｉ，２０２１，ＥａｓｔＴａｃｈｅｎｇ（Ｑｏｑｅｋ）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ａｌｅｆ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ｎｏｒｔｈｏｆ

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４０（２）：ｅ２０２０ＴＣ００６３７７

２０９）于书媛，骆佳骥，杨源源，李成龙，２０２１，ＩｎＳＡＲ数据约束的 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１日云南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发震构造研究，地震工程学报，４３（４）：７７７—７８３＋７９０

２１０）Ｙｕ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Ｍｉｎ，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ＨｅＨｕａｉｙｕ，２０２１，

Ｎｅｗ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Ｊｉｕｆｏｔ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ｉａｎｃｈ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ＮＥ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ｔｅＪｅｈｏｌＢｉｏｔａ，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５８３：１１０６５７

２１１）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ＭａＨｏｎｇｗｅｎ，ＬｕｏＺｈｅｎｇ，ＭａＸｉ，ＧｕｏＱｉａｎ，２０２１，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ＫＡｌＳｉＯ４ｂｙ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ｎｂｉｏｔｉｔｅｓｙｅｎｉｔｅａｎｄ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１１（１）：３６

２１２）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ＬｉＸｕｅ，ＸｕＪｉｎｇ，ＹａｏＷｅｎｑｉａｎ，ＨａｎＬｏｎｇｆｅｉ，

ＬｉＴａｏ，２０２１，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１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Ｙｕｔｉａｎ

ＭＳ７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６４（１）：１２７—１４７．

２１３）岳冲，屈春燕，牛安福，赵德政，赵静，余怀忠，王亚丽，２０２１，玛多

ＭＳ７４地震对周边断层的应力影响分析，地震地质，４３（５）：１０４１—１０５９．

２１４）ＹｕｅＨａｎ，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ＷａｎｇＭ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ＬｉＭｉｎｇｊｉａ，ＸｕｅＬｉａｎ，

ＬｕＷｅｉｆａｎ，ＺｈｏｕＹｉｊｉａｎ，ＲｅｎＣｈｕｎｍｅｉ，ＬａｙＴｈｏｒｎｅ，２０２１，Ｔｈｅ２０１９Ｒｉｄｇｅｃｒｅｓｔ，Ｃａｌｉｆｏｒ

ｎ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ｏｎａｎ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ｆａｕｌｔｓｙｓ

ｔｅｍ，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７０：１１７０６６

２１５）ＹｕｅＪｉａｏｊｉａｏ，ＸｉａｏＪｕｌｅ，ＷａｎｇＸｕ，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ＱｉｎＢｅｎ，２０２１，Ｃｌｕｍｐｅｄｉｓｏ

ｔｏｐ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ｅｎｄｏｇｅ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ａｌｅｏ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ＤａｌｉＬ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４（２）：２９４—

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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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２１６）ＹｕｎＮａｉｄａｎ，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ＺｈｏｕＳｈｉｙｏｎｇ，２０２１，ＤｙｎＴｒｉＰｙ：ＡＰｙｔｈｏｎｐａｃｋ

ａｇｅ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ｓ，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

９２（１）：５４３—５５４．

２１７）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ＳｈｉＰｅｎｇｆｅｉ，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Ｍａ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Ｃｕｉ

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２０２１，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ｖｅｒ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Ｐｏｌｅ，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６０：４４０５４１８

２１８）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ＳｈｉＰｅｎｇｆｅｉ，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Ｍａ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Ｃｕｉ

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２０２１，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ａｄａｒ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 ＳＭＡＰ，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６０：

４４０６１１６

２１９）曾亚光，李伟，刘韶，２０２１，利用 ＧＰＳ研究汾渭断陷带现今变形，四川地

震，（２）：１１—１７．

２２０）詹艳，梁明剑，孙翔宇，黄飞鹏，赵凌强，宫悦，韩静，李陈侠，张培震，

张会平，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２日青海玛多 ＭＳ７４地震深部环境及发震构造模式，地

球物理学报，６４（７）：２２３２—２２５２．

２２１）ＺｈａｎｇＤａｖｉｄＤ．，ＢｅｎｎｅｔｔＭａｔｔｈｅｗＲ．，ＣｈｅｎｇＨａｉ，ＷａｎｇＬｅｉ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Ｈａｉ

ｗｅｉ，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ａｌｌｙＣ．，Ｚ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ｄａ，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ＬｉＴｅｎｇ，ＵｒｂａｎＴｏｍｍｙ，Ｐｅｉ

Ｑｉｎｇ，ＷｕＺｈｉ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ｕ，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ＷａｎｇＹａｆｅｎｇ，ＷａｎｇＣ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ｊｕ，

ＥｄｗａｒｄｓＲ．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ａｒｔ：ｈｏｍｉｎｉｎｈａｎｄａｎｄｆｏｏｔｔｒａｃ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ｏｆＴｉｂ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６６（２４）：２５０６—２５１５．

２２２）张红敏，赵学钦，王富东，吴昌达，李松，２０２１，四川九寨沟诺日朗瀑布钙

华大坝放射性及沉积环境意义，中国岩溶，４０（１）：１５７—１６５．

２２３）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ｗｅｉ，ＬｉＹａｌｉ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ＬｉｕＫ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Ｑｉａｎ

ｇｙｕ，２０２１，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ａｎｇ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

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６３（１６）：１９６９—１９８９．

２２４）张菁菁，李大鹏，康欢，耿建珍，陈静，２０２１，滇西澜沧江构造带中段中生

代岩浆岩的年代学、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地质意义，现代地质，３５（６）：１７３３—１７５１．

２２５）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ＧｅＹｕｋｕｉ，ＷａｎｇＷｅｉ，ＹａｏＷｅｎ

ｑｉａｎ，ＸｕＳｈｅｎｇ，２０２１，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ｃ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ＵｐｐｅｒＭｅｋ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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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ｂｅｌｏｗｉｔｓ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ｋｎｉｃｋｚｏｎｅｕｓｉｎｇ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ｔｒｉｂ

ｕｔａ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７６：１０７５５１

２２６）张克亮，甘卫军，梁诗明，肖根如，代成龙，王阅兵，李长军，张玲，马广

庆，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１日 ＭＳ６４漾濞地震 ＧＮＳＳ同震变形场及其约束反演的破裂

滑动分布，地球物理学报，６４（７）：２２５３—２２６６．

２２７）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Ｄａ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２０２１，Ｔｈｅｍ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ｅａｋａｒｅａ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Ｓｙｎｔａｘｉｓ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

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ｒｐｈ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ｒｋｅｒｓ，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１２（３）：１６５—１７４．

２２８）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Ｄａ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

２０２１，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Ｊｉａｌｉｆａｕｌｔ，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Ｓｙｎｔａｘ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１２：１０４７２２

２２９）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ＬｉＳｈｅｎｇｑｉａｎｇ，

２０２１，Ｆｏｌ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ｌｉｎｋａｇｅ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Ｑｉｕｌｉｔａｇｅ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Ｓｏｕｔｈ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Ｗ 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８１：１０７６６２

２３０）张瑞，张竹琪，郑德文，刘兴旺，雷启云，邵延秀，２０２１，鄂尔多斯活动地

块西缘强震间库仑应力作用，地球物理学报，６４（１０）：３５７６—３５９９．

２３１）张帅，杨润海，谭俊卿，２０２１，循环加载下岩石破裂过程中声发射 ｂ值变

化特征及意义，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４２（Ｓ１）：１０７—１０８．

２３２）ＺｈａｎｇＳｉｑｉ，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ＳｈｉＷｅｉ，ＧｕｏＱｉａｏ

ｑｉａｏ，Ｗｅｉ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２０２１，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ａｓｔｄｅｇｌａｃｉａｌｇｒａｖｅｌｌａｙｅｒａｔＤｉｅｘｉ，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ｔ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９：

７９７７３２

２３３）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ｕＹｕｆａ，ＳｕｎＨａｏｙｕｅ，ＨｅＹｕｌｉｎ，ＭａＣｈａｏ，ＬｉｕＳｈａｏ，Ｙａｎｇ

Ｄａｉｂｉｎ，２０２１，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Ｘｉｇｅｄａ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４０（１２）：

ｅ２０２１ＴＣ００７０５６

２３４）张扬，贺承广，鲁人齐，徐婉君，李涛，２０２１，新乡－商丘断裂延津段活动

特征与晚第四纪地层沉积关系研究，地质论评，６７（Ｓ１）：１１—１４．

２３５）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２０２１，Ｔｈｅ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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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ｂｉｇｕｏｕｓ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ｂｕｒｉｅｄｔｈｒｕｓ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ｓｔｕｄ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２５（３）：１７９９—１８１１．

２３６）张迎峰，单新建，张国宏，李成龙，温少妍，解全才，２０２１，２０２０年 ＭＷ６０

柯坪塔格地震的变形特征及其对周边地震危险性的启示，地震地质，４３（２）：３７７—

３９３．

２３７）张永奇，韩美涛，曹建平，郑增记，２０２１，２０１８年宁强 ＭＳ５３地震前重力

场变化特征分析，中国地震，３７（３）：７０４—７１６．

２３８）张永奇，韩美涛，曹建平，郑增记，宋普伟，２０２１，渭河盆地及邻区现今地

壳形变及构造特征研究，地震工程学报，４３（１）：７９—８９．

２３９）张永奇，韩美涛，郑增记，曹建平，２０２１，鄂尔多斯南缘地区重力变化场源

特征，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４２（３）：８４—９６．

２４０）ＺｈａｎｇＹｕａｎｆａｎ，ＮｉｅＺｈｉｘｉ，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ｊｉｅ，ＷｕＨｕｉｓｈｅｎｇ，ＸｕＸｉａｏｆｅｉ，２０２１，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ＧＳ

ＲＴ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Ｓｅｎｓｏｒｓ，２１（２）：３３４

２４１）张智河，陈顺云，刘培洵，刘琼颖，２０２１，恒流桥式高精度温度测量系统及

其在热测应力中的意义，地震地质，４３（２）：４５９—４６９．

２４２）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Ｂü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

２０２１，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ｌｉｐ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ｔｈｅ２００１ＭＷ７８Ｋｏｋｏｘｉｌｉ，

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ａｄｅｃａｄｅｏｆ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６（４）：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２１３１４

２４３）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ＣｈｅｎＨ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Ｇｏｎｇ

Ｗｅｎｙｕ，２０２１，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ｆａｕｌｔ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Ｗ７３

Ｍａｄｕｏ（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ＳＡ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８（１８）：ｅ２０２１ＧＬ０９５４１７

２４４）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Ｂü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

ＴｕｎｇＨｓｉ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ＱｉａｏＸｉｎ，２０２１，Ｍｕｌｔｉｆａｕｌｔｃｏｍｐｌｅｘｒｕ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ｌｉｐ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２０１８ＭＷ６４Ｈｕａｌｉｅ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ａｉｗａ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２４（１）：４１６—４３４．

２４５）赵德政，屈春燕，单新建，张国宏，李彦川，龚文瑜，宋小刚，２０２１，２００１

年 ＭＷ７８昆仑山地震震后形变观测、机制与青藏高原中北部岩石圈流变：认识与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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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１年度报告　　

战，地震学报，４３（６）：８０４—８１６＋８１８

２４６）ＺｈａｏＪｉｅ，ＧａｏＹｏｎｇｘｉｎ，ＴａｎｇＪｉ，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ＳｉｍｏｎＬ．，ＷｅｎＪｉａｎ，Ｃｈｅｎ

Ｃｈｉｅｈｈｕｎｇ，ＣｈｏｎｇＪｉａｊｕｎ，２０２１，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ｕｅｔ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３Ｄ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２００８ＭＷ６１Ｑｉｎｇ

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 １２６（１０）：

ｅ２０２１ＪＢ０２２１０２

２４７）赵俊猛，张培震，张先康，ＹｕａｎＸｉａｏｈｕｉ，ＫｉｎｄＲａｉｎｅｒ，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Ｒｏｂｅｒｔ，

甘卫军，孙继敏，邓涛，刘红兵，裴顺平，徐强，张衡，嘉世旭，颜茂都，郭晓玉，卢

占武，杨小平，邓攻，琚长辉，２０２１，中国西部壳幔结构与动力学过程及其对资源环

境的制约：“羚羊计划”研究进展，地学前缘，２８（５）：２３０—２５９．

２４８）ＺｈａｏＬｅｉ，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ＬｉＹａｎ

ｃｈｕａｎ，２０２１，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９Ｍｉｎｄａｎａｏ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ａｎｄＡＬＯＳ２ｄａｔａ，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９９：

２２８７０７

２４９）ＺｈａｏＬｏｎｇ，ＬｉＹｕｍｅｉ，ＬｕｏＹｏｎｇ，ＬｉｕＪｉｕｒｏｎｇ，Ｃｕｉ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Ｙｏｕｑｕａｎ，

ＬｅｉＫｕｎｃｈａｏ，ＴｉａｎＦａｎｇ，ＨａｎＺｈａｎｔａｏ，ＬｉｕＨｅ，ＳｈａＴｅ，Ｋ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ｒｕ，ＱｉＭｉｎｇｈｕａｎ，

ＷａｎｇＸｉｎｈｕｉ，ＴｉａｎＭｉａｏｚｈｕ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ｅ，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Ｊｉｎ，２０２１，Ａｎｅｘｔｅｎ

ｓｉ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９－ｋｍｌｏ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ｌｏｎｇａｂｕｒｉ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ｕｌｔ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ｅｉ

ｊｉｎｇＰｌ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８９：１０６１６８

２５０）ＺｈａｏＰａｎｐ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Ｙｕ，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Ｙｉｆａｎｇ，ＧｕｏＢｉａｏ，Ｙｉｎ

Ｘｉｎｚｈｏｎｇ，２０２１，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ｃｒｕｓｔａｌ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ｌｏ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

４８（１３）：ｅ２０２１ＧＬ０９３３８７

２５１）ＺｈａｏＰａｎｐ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Ｙｉｆａｎｇ，ＬｉＹｕ，２０２１，Ｇｒｏｗｔｈ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ｏ

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２（９）：ｅ２０２１ＧＣ００９９６８

２５２）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ＨｅｔｚｅｌＲａｌｆ，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ＤｕｖａｌｌＡｌｉｓｏｎＲ．，

ＷｈｉｐｐｌｅＫｅｌｉｎＸ．，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ＬｉＹｉｆｅｉ，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Ｐｉｎｇ，

ＬｉｕＫａｎｇ，ＭａＰｅｎｇｆｅｉ，ＺｈａｎｇＢｏ，ＬｉＸｕｅｍｅｉ，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１，Ｅｘ

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ｃａｌｅｒｉｖ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ｅａｒ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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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ｎｅ，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２：７２３１

２５３）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üＨｏｎｇｈｕａ，Ｌü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ＬｉＸｕｅｍｅｉ，Ｌｉｕ

Ｋ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ｗｅｉ，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２０２１，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ｕｒ

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ｏ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Ｂａ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３（１）：２９１—３１１．

２５４）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ＴａｏＹａｌ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Ｍａ

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ｗｅｉ，ＭａＺｉｆａ，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２０２１，ＰｌｉｏｃｅｎｅｔｏＥａｒｌｙ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ｚｉｒｃｏｎ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

４８（２０）：ｅ２０２１ＧＬ０９４５６３

２５５）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ＷａｎｇＸｕｌ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ＨｕａｎｇＲ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ｕ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２０２１，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ｂｙ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ｅｄ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２（２）：８９５—９０８．

２５６）郑文俊，张博
#

，袁道阳，陈干，张逸鹏，俞晶星，张冬丽，毕海芸，刘炳

旭，杨敬钧，２０２１，阿拉善地块南缘构造活动特征与青藏高原东北缘向外扩展的最新

边界，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４３（２）：２２４—２３６．

２５７）钟骏，王博，晏锐，李庆，２０２１，洱源温泉水氡预测效能检验及其水化学特

征，地震研究，４４（４）：５６４—５７１．

２５８）钟骏，王博，闫玮，马玉川，２０２１，阿克苏断层氢气浓度动态特征及其映震

效能，地震学报，４３（５）：６１５—６２７＋６７９

２５９）钟宁，蒋汉朝，李海兵，苏德辰，徐红艳，梁莲姬，２０２１，地震成因软沉积

物变形记录的地震强度研究进展，地质论评，６７（６）：１７８５—１８０２．

２６０）钟宁，蒋汉朝，李海兵，徐红艳，梁莲姬，２０２１，末次冰消期气候转型对青

藏高原东部地震活动的影响，地球学报，４２（１）：２１—３１．

２６１）钟天任，陈大庆，刘锦，严兴，王小娜，俞岗，２０２１，广东信宜井水位异常

分析，华南地震，４１（４）：６９—７９．

２６２）Ｚｈ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Ｂｏｃｈｅｎ，ＱｉｎＸｉａｏｑｉ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

２０２１，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ｄａｔａｆｏｒｍｏｒ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６６：１１２６９０

２６３）ＺｈｕＴａｏ，ＧｕｏＹｉｎｇｘｉｎｇ，２０２１，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ｂｅｎｅａｔｈ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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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１年度报告　　

ｎａ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ｍａｎｔｌｅｆｌｏｗ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ｏ

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１９：２２９０８８

２６４）ＺｈｕＴａｏ，ＭａＸｉａｏｘｉ，２０２１，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ｖｉｅｗ，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１２：１０３４３７

２６５）朱涛，马小溪，２０２１，基于岩石圈厚度和地幔横向黏度变化的地幔对流模

型重估云南地区剪切波各向异性源的深度，地学前缘，２８（２）：２８４—２９５．

２６６）ＺｏｕＪｕｎｊｉｅ，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ＹｏｋｏｙａｍａＹｕｓｕｋｅ，ＳｐｒｏｓｏｎＡｄａｍＤ．，Ｓｈｉｒａｈａｍａ

Ｙｏｓｈｉｋｉ，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ＳｈｉＦｅｎｇ，Ｇｅ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２０２１，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ｓｏ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ｕｓｉｎｇ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ｎｘｉＲｉｆｔ，Ｃｈｉｎａ，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２１（Ｓｐｅｃｉａｌ２）：２５５０８７９

２、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Ｌ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ＬｉＴａｏ，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Ｋｅｐｉｎｇ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ｔｈｒｕｓｔｆｏｌｄｂｅｌｔ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ｆｒｏｍ

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１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ｎ

ｌｉｎｅ，２０２１４１９—２３．

２）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Ｔｈｅ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ｄｅ

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ｂｕｒｉｅｄｔｈｒｕｓｔ，２０２１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１４１９—２３．

３）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ｌａｘ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ｌｉｐ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ａｄｅｃａｄｅｏｆ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２００１ＭＷ７８

Ｋｏｋｏｘｉｌｉ，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２０２１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ｎ

ｌｉｎｅ，２０２１４１９—２３．

４）ＬｅｍｒａｂｅｔＬａｔｉｔｉａ，ＤｏｉｎＭａｒｉｅＰｉｅｒｒｅ，ＬａｓｓｅｒｒｅＣéｃｉｌｅ，ＲｅｐｌｕｍａｚＡｎｎｅ，Ｍéｔｏｉｓ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Ｌｅｌｏｕｐ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Ｈｅｒｖé，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Ｍａｒｉｅｌｕｃｅ，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ｍ

ＦＬＡＴＳＩＭ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ＩｎＳＡＲ，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２１４１９—３０．

５）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ＬｉＫｅｃ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Ｓｈｅｎｇｈｕａ，Ｒｏｌｅｏｆ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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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ｒｉｖｅｒｓ，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１（ｏｎ

ｌｉｎｅ），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２１４１９—３０．

６）Ｒｅｍｂ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ｏｂｅｌＥｄｗａｒｄＲ．，ＫｌｅｙＪｏｎａｓ，ＺｈｏｕＲｅｎｊｉｅ，ＴｈｉｅｄｅＲａｓｍｕｓ，

ＣｈｅｎＪｉｅ，Ｎｏ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ｕｔｕ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ＫｕｄｉａｎｄＯｙｔａｇ：Ｎｅ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ｄａｔａ，ＥＧＵ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

２０２１４１９—３０．

７）ＷｉｅｌｅｒＮｉｍｒｏｄ，ＭｕｓｈｋｉｎＡｍｉｔ，ＳｈｅｌｅｆＥｉｔ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ＳａｇｙＡｍｉｒ，Ｐｏｒａｔ

Ｎａｏｍｉ，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ＨｕａｎｇＦｅｉｐｅｎｇ，ＬｉｕＪｉｎｒｕｉ，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ｐａｒｔ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ｎｅａ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１

（ｏｎｌｉｎｅ），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２１４１９—３０．

８）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Ｔａｏ，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ｓｈｅａｒｆａｕｌｔｂｅｎｄｆｏｌｄｓ，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

２０２１４１９—３０．

９）Ｗａ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ＳｕＪｉｎｒｏｎｇ，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ＭｕｋｕｈｉｒａＹｕｓｕｋ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Ｓｉ

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ａｎｄｏｎｓｉｔｅ），Ｙｏｋｏｈａｍａ，

Ｊａｐａｎ，２０２１５３０—６６

１０）ＬｉＱｉｎｙｏｎｇ，ＧｕｏＨａｏｍｉ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ＷｅｉＹａ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Ｚｈｉｘｉｎ，Ｂａｉ

Ｊｉａｎｘｉｕ，ＺｈａｎｇＱｉｕｈｏｎｇ，ＳＣＥＡ：Ａｓｐｅｅ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ｉｍｅｆｏｒ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ｃｕｅ，２０２１ｔｈｅ１１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ＣＳＥ２０２１），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６１９—２１．

１１）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

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ｔｏ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ＧＡＲＳＳ ２０２１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Ｂｅｌｇｉｕｍ，

２０２１７１１—１６．

１２）刘彩彩，广西百色盆地大梅剖面古磁新结果，华南地区现代人起源与演化

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中国，２０２１７１７—１８．

１３）韩静，詹艳，孙翔宇，赵国泽，刘雪华，彭远黔，七种强电磁干扰环境下的

数据采集处理和特征，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研讨会，吉林长春，中国，

２０２１７１７—１９．

１４）刘钟尹，陈小斌，蔡军涛，张
$

昀，王培杰，大地电磁多尺度、多时段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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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研讨会，吉林长春，中国，２０２１７１７—１９．

１５）ＴａｎｇＪｉ，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ＨａｎＢｉ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ＺｈａｎＹａｎ，Ｘｉａｏ

Ｑｉｂｉｎ，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

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研讨

会，吉林长春，中国，２０２１７１７—１９．

１６）詹艳，梁明剑，孙翔宇，赵凌强，宫悦，韩静，张培震，张会平，２０２１年５月

２２日青海玛多 ＭＳ７４地震深部环境及发震构造模式问题研究，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地

球电磁学研讨会，吉林长春，中国，２０２１７１７—１９．

１７）ＬｉｕＱｉｏｎｇｙｉｎｇ，ＨｅＬｉｊｕａｎ，ＹｉＺｅ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ｙｏｕ，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ｐｏｓｔｒｉｆｔｓｕｂｓｉｄ

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ｆｒｏｍｔｅｃｔｏｎ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Ａ

ＧＡＩＡＳＰＥＩ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Ｈｙｄｅｒａｂａｄ，Ｉｎｄｉａ，２０２１８２１—２７．

１８）ＬｉＴａｏ，Ｌａｒｇ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ｇａｐ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ＭＷ７４Ｍａｄｕ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ｉｂｅｔ

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中美强震交流会，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１９８

１９）ＣｈｅｎｇＬｉ，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ＤｕＪｉｎｈｕａ，ＷａｎｇＫａｎｇ，

ＷａｎｇＤｕｏ，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ＤａｊｕＢａｓｉｎｏｆ

ｔｈｅＪｉｎｓｈａＲｉｖｅｒ，１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１９１３—１７．

２０）ＣｕｉＦｕｒｏｎｇ，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ＦａｎＰｅｎｇｌｉ，ＬｉＺｈａｏｎｉｎｇ，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ｂｕｒｉｅｄｃｏｂｂｌｅｓｆｒｏｍｒｉｖｅｒ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Ａｐｉｌｏｔｓｔｕｄｙｏｎｕｓｉｎｇｑｕａｒｔｚ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ｇｎａｌｖｉａ

ｐｕｌｓｅｄ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１９１３—１７．

２１）ＪｉＨａｏ，Ｌｉｗｅｎｐｅ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ｅｎ

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ＥＳＲｓｉｇｎａｌｓ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ａｋｉｎｇｂｙ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ｌａｖａ

ｆｌｏｗ：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Ｄａｔ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１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

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１９１３—１７．

２２）ＪｉＨａｏ，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ｑｕａｎ，ＬｉＢｉｎｇｓｕ，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

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ＳＲｓｉｇ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ｉｎ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１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１９１３—１７．

２３）ＬｉＺｈａｏｎｉｎｇ，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ＣｕｉＦｕｒｏ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ｅｐｔ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ｌｕ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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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ｒｉｖｅｒｂｅｄｂｏｕｌｄｅｒ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ｂｅｄｌｏａ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ｈｉｙ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１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１９１３—１７．

２４）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ＯＳＬ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ｉｎｂｒｏａｄｖａｌｌｅｙ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

ＪｉｎｓｈａＲｉｖｅ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ａｍｍｅｄｌａｋ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１９１３—１７．

２５）ＬｉｕＱｉ，ＣｈｅｎＪｉｅ，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ＤｉＮ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ｈｅｎｇ，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ｂｕｒｉｅｄｒｏｃｋ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ｆｏｒ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ｃｏｂｂｌｅｓ，１６ｔｈ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

２０２１９１３—１７．

２６）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ＬｉＫｅｃｈａｎｇ，ＰｕＹｉｃ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ＣｈｅｎＪｉ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ｕｍｉ

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ｇｒａｉ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ｏｃｋｓ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１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１９１３—１７．

２７）ＷｅｉＣ．Ｙ．，ＹｉｎＧ．Ｍ．，ＷａｎｇＸ．Ｌ．，ＷａｎｇＤ．，ＷａｎｇＬ．Ｂ．，ＫａｎｇＳ．Ｇ．，ＪｉＨ．，

ＬｉｕＣ．Ｒ．，Ｐｌｉｏｅａｒｌｙ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ＥＳＲ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ａｎｙａｎｃｈｉｇｒａｖｅｌｌａｙｅｒ，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

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ｔｏｓｉｎｉｓｔｒａｌ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１６ｔｈ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

２０２１９１３—１７．

２８）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Ｔａｏ，ＬｉＷｅｎｑｉａｏ，ＸｉａｏＷｅｉｐｅｎｇ，ＤａｉＲｕｙｕ，Ｏｐ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ＭＳ７４１９８５Ｗｕｑ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ｔｔｈｅ

ＮＥ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Ｓｙｎｔａｘｉｓ，１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

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１９１３—９１７

２９）Ｄａ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

Ｘｉｏ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ｉ，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ｔｓ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ａｌａｓＦｅｒｇｈａ

ｎａｆａｕｌｔ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ＧＰＳ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Ｔｅｎ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十届天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会），Ｕｒｕ

ｍｑ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９１４—１７．

３０）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ＳｈｉＷｅｉ，ＧｕｏＱｉａｏｑ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Ｓｉｑｉ，

Ｗｅｉ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ａｉｔａｎｇ，ＣａｉＭｉｎｇｇａｎｇ，ＬｉｕＸｉｎｇｑｉ，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ｏｎｇ，ＸｉａｏＪｕ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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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２８ｋｙ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ｐｌａｔｅ，ｓｌｏｗｓｌｉｐｐｉｎｇＦｕｙｕｎ

ｆａｕｌｔ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Ｔｅｎ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第十届天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会），Ｕｒｕｍｑ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９１４—１７．

３１）蒋汉朝，青藏高原东缘风暴事件的识别，ＴｈｅＴｅｎ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十届天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会），Ｕｒｕｍｑｉ，Ｃｈｉ

ｎａ，２０２１９１４—１７．

３２）刘姣，陈立春，徐良鑫，李彦宝，冯嘉辉，韩明明，东秦岭铁炉子断裂带晚

第四纪活动性初步研究，ＴｈｅＴｅｎ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十届天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会），Ｕｒｕｍｑ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９１４—１７．

３３）ＬüＬｉｘ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Ｍ

５５－７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ＪｉａｓｈｉＫｅｐ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ｆｒｏｎｔ，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十届天山地震国际

学术研讨会），Ｕｒｕｍｑ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９１４—１７．

３４）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Ｔｅｎ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十届天

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会），Ｕｒｕｍｑ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９１４—１７．

３５）时伟，蒋汉朝，ＡｌｓｏｐＧ．Ｉａｎ，徐红艳，范佳伟，吴果，１３３－ｋａ连续湖相古

地震记录对龙门山断裂带大地震复发周期的约束，ＴｈｅＴｅｎ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十届天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会），Ｕｒｕｍｑｉ，Ｃｈｉ

ｎａ，２０２１９１４—１７．

３６）卫晓彤，１９３３年四川叠溪 ＭＳ７５地震的沉积指标及孢粉记录响应，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十届天山地震国际

学术研讨会），Ｕｒｕｍｑ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９１４—１７．

３７）温少妍，单新建，张迎峰，屈春燕，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０９年大柴旦地震静态滑动

分布反演研究，ＴｈｅＴｅｎ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第十届天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会），Ｕｒｕｍｑ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９１４—１７．

３８）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Ｓｔｒａｉｎ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ｐｔｈ：Ｉｎ

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ａｐｈａｎｔｏｍ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Ｔｅｎｔｈ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十届天山地震国际学术

研讨会），Ｕｒｕｍｑ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９１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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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ＷｕＸｉｙａｎ，ＤｕＫｅｐｉｎｇ，ＹｕＧｕｉｈｕａ，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ＤｏｎｇＹｕｅ，ＸｕＸｉｗｅｉ，Ｃｈｅｎ

Ｚｉｙｕｅ，ＸｕＣｈｏｎｇ，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ｈｅ１１ｔｈＡｓｉａｎ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ＡＲＭＳ

１１，第十一届亚洲岩石力学大会），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１０２２—２４．

４０）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ｕｏＭｉｎｇ，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ＯｗｅｎＬｅｗｉｓＡ．，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

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ＧｏｎｇＺｈｉｊｕｎ，ＬｕｏＪｉａｈｏｎｇ，Ａｎｏｖｅ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ｓｌｉｐ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ａｂｅｄｒｏｃｋ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ｗｉｔｈｒｏｃｋ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２１１２１３—１７．

４１）ＬｉｕＪｉｎｇ，ＧｅＹｕｋｕｉ，ｖａｎｄｅｒＢｅｅｋＰｉｅｔｅｒ，ＷａｎｇＷｅｉ，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ＺｅｎｇＬｉｎｇｓｅｎ，ＬｉｕＣ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ＬｉｎＸｕ，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Ｐａｕｌ，Ｐｏｓｔ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ｓｒｉｖｅｒ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

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２１１２１３—１７．

４２）ＬｉｕＹｉｄｕｏ，ＹｅＹｉｊｉａ，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ＺｈｏｕＣｈａｏ，ＳｈｉＦｅｎｇ，ＬｅｅＹｕａｎＨｉｓ，Ｍｕｒｐｈ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ｎｄｒｅｗ，Ａｌｏｎｇａｎｄａ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ｉｋ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ｒｏｓ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

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ｆｌｕｖｉａｌ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Ｎｅｗ 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１１２１３—１７．

４３）ＳｕＰｅｎｇ，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ＬｉｕＹｉｄｕｏ，ＳｈｉＦｅｎｇ，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ｘｉｒｉｆ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

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ａｐｌａｔ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Ｎｅｗ

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２１１２１３—１７．

４４）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ＢａｒｂｏｔＳｙｌｖａｉｎ，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ＧＵ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１（ｏｎｌｉｎｅ），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２１１２１３—１７．

４５）ＷａｎｇＷｅｉ，ＧｏｄａｒｄＶｉｎｃｅｎｔ，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Ｘｕ

Ｓｈｅｎｇ，ＹａｏＷｅｎｑｉａｎ，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ＡＳＴＥＲＴｅａｍ，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１（ｏｎ

ｌｉｎｅ），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２１１２１３—１７．

３、在国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蔡明刚，鲁人齐，苏鹏，刘冠伸，郯庐断裂带昌邑北段隐伏活动断层探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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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全国青年地质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１４２３—２５。

２）刘冠伸，鲁人齐，徐芳，２０１９年四川威远背斜两次中等地震发震构造分析，

第五届全国青年地质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１４２３—２５。

３）申丰铭，王丽凤，中国大陆东部地壳的深浅变形模式及其构造意义，第五届

全国青年地质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１４２３—２５。

４）徐芳，鲁人齐，王帅，江国焰，龙锋，王晓山，苏鹏，刘冠伸，２０２０年四川龙

泉山 ＭＳ５１地震构造研究，第五届全国青年地质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２１４２３—２５。

５）陈进宇，通过电导率实验测量探索断层摩擦结构与青藏高原构造演化，中国

地震科学实验场地震波衰减与深部成像学术研讨会，云南大理，２０２１５５—６。

６）崔富荣，覃金堂，刘进峰，范鹏丽，李兆宁，阶地砾石埋藏测年新方法的探索

———基于脉冲绿光激发技术，第十七届中国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

江苏南京，２０２１５２１—２３。

７）范鹏丽，潘宝林，杨会丽，覃金堂，葛玉魁，肖瑞卿，王萍，陈杰，成都平原

晚第四纪冲洪积序列及其释光年代学研究，第十七届中国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

学术讨论会，江苏南京，２０２１５２１—２３。

８）姬昊，刘春茹，魏传义，尹功明，我国西南地区碳酸盐 ＥＳＲ信号特征初步研

究，第十七届中国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江苏南京，２０２１５２１—２３。

９）李科长，覃金堂，陈杰，北天山金沟河阶地沉积物钾长石单颗粒释光测年研

究，第十七届中国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江苏南京，２０２１５２１—２３。

１０）李兆宁，刘进峰，崔富荣，黄河悬移质释光信号顺流变化及其对悬移质搬运

过程和测年应用的启示，第十七届中国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江苏

南京，２０２１５２１—２３。

１１）梁辉，杨会丽，李科长，刘奇，邸宁，崔富荣，覃金堂，陈杰，刘进峰，释光

测量仪机载 Ｂｅｔａ源剂量率标定：不锈钢测片大小和粒径的影响，第十七届中国释光

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江苏南京，２０２１５２１—２３。

１２）刘春茹，袁仁茂，尹功明，姬昊，靳立周，魏传义，碳酸盐岩地区大型古滑

坡活动时代的 ＥＳＲ年代学研究：以巧家古滑坡为例，第十七届中国释光与电子自旋

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江苏南京，２０２１５２１—２３。

１３）刘奇，陈杰，覃金堂，杨会丽，刘进峰，邸宁，张伟恒，河流阶地砾石光释光

测年初探，第十七届中国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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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５２１—２３。

１４）濮逸铖，覃金堂，陈杰，尹功明，释光热年代模型参数敏感性分析，第十七

届中国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江苏南京，２０２１５２１—２３。

１５）王康，魏传义，程理，王莅斌，刘春茹，姬昊，尹功明，金沙江中游奉科湖相

层 ＥＳＲ年代学及其成因研究，第十七届中国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

江苏南京，２０２１５２１—２３。

１６）魏传义，尹功明，刘春茹，河流系统沉积物 “源－汇”关系的石英 ＥＳＲ法示

踪研究，第十七届中国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江苏南京，

２０２１５２１—２３。

１７）李晓姝，郭飚，多尺度地震层析成像方法在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速度结构

中的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地球物理技术委员会第九届学术会议———全域地球物

理探测与智能感知学术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２１５２１—２３。

１８）宋小刚，ＩｎＳＡＲ在地震周期不同阶段形变监测中的应用，雷达遥感前沿学

术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２１５２２。

１９）王博，周晓成，颜玉聪，欧阳澍培，刘峰立，钟骏，福建温泉化学和同位素

特征及与地震活动关系分析，中国地震学会第六届地震流体专业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学术

年会，云南普洱，２０２１７５—９。

２０）王博，周永胜，钟骏，胡小静，张翔，周青云，李旭茂，滇西北地区活动断裂

土壤气地球化学特征及对断层活动性的启示，中国地震学会第六届地震流体专业委

员会 ２０２１年学术年会，云南普洱，２０２１７５—９。

２１）曹建玲，张晶，闻学泽，冯蔚，石耀霖，由千米尺度的跨断层基线测量断层

近场运动与变形———川滇块体东边界 ２个场地的初步实验，第六届地球系统科学大

会，上海，２０２１７７—１０。

２２）李朝鹏，郑德文，俞晶星，祁连山中－晚中新世地形生长及其环境效应，第

六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海，２０２１７７—１０。

２３）任小林，许俊杰，王辉，ＳｔｏｒｏｚｕｍＭｉｃｈａｅｌ，鲁鹏，莫多闻，李拓宇，熊建国，

ＫｉｄｄｅｒＴｒｉｓｔｒａｍＲ．，中原地区全新世气候变化、人口波动与社会韧性，第六届地球系

统科学大会，上海，２０２１７７—１０。

２４）王伟，刘静，ＶｉｎｃｅｎｔＧｏｄａｒｄ，王文鑫，汶川地震滑坡物质震后运移研究及探

讨，第六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海，２０２１７７—１０。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１年度报告　　

２５）王伟，刘静，张金玉，姚文倩，袁兆德，龙门山地区晚新生代侵蚀空间样式

及对高原隆升的指示意义，第六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海，２０２１７７—１０。

２６）俞晶星，郑德文，庞建章，李朝鹏，王英，王一舟，郝宇琦，秦岭－太行的造

山活动与东亚新生代气候格局重组之间的关系，第六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海，

２０２１７７—１０。

２７）俞晶星，郑德文，庞建章，王伟涛，王一舟，李朝鹏，郝宇琦，青藏高原东北

部新生代构造变形样式及时间约束，第六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海，２０２１７７—

１０。

２８）张爱敏，胡钢，王萍，光释光示踪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沉积物搬运

过程，第六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海，２０２１７７—１０。

２９）张金玉，刘静，杨会丽，葛玉魁，王伟，姚文倩，徐胜，基于阶地与河流纵剖

面重建藏东南澜沧江裂点带之下河段的下切历史，第六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海，

２０２１７７—１０。

３０）赵俊猛，张培震，ＹｕａｎＸｉａｏｈｕｉ，甘卫军，孙继敏，邓涛，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Ｒｏｂ

ｅｒｔ，张先康，刘红兵，杨小平，颜茂都，徐强，张衡，邓攻，琚长辉，林吉炎，滕吉文，

中国西部盆山原壳幔结构、深部动力学过程及其对地貌资源环境的制约，第六届地

球系统科学大会，上海，２０２１７７—１０。

３１）焦中虎，穆西晗地表下行长波辐射晴空反演算法验证，第七届青年地学论

坛，贵州贵阳，２０２１７９—１１。

３２）覃金堂，陈杰，李科长，范鹏丽，脉冲绿光释光测年技术的发展，第七届青

年地学论坛，贵州贵阳，２０２１７９—１１。

３３）胡钢，青藏高原东南缘完整性与南迦巴瓦内外动力作用，第六届第四纪冰

川环境变化研讨会，西藏林芝，２０２１７１１—１５。

３４）ＣｈｅｎＨ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ｃｏ

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２０１５ＭＷ７８Ｇｏｒｋｈ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ｉｎｇＩｎＳ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第四届中国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学术大会，山东青岛，２０２１７１６—１８。

３５）高志钰，李彦川，单新建，非差非组合 ＰＰＰ在同震形变提取中的应用研究，

第四届中国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学术大会，山东青岛，２０２１７１６—１８。

３６）赵德政，屈春燕，单新建，东昆仑断裂带大范围 ＩｎＳＡＲ地壳形变、断层滑动

速率和应变率分布，第四届中国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学术大会，山东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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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７１６—１８。

３７）孙建宝，ＩｎＳＡＲ和 ＧＰＳ数据约束下的玛多地震同震和震后变形过程，地震

科技青年论坛，青海西宁，２０２１７２９—８３。

３８）汤吉，韩冰，王立凤，董泽义等，极低频地震电磁观测研究的挑战与应用前

景，中国地震学会地震电磁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甘肃张掖，２０２１９８—１１。

３９）郭汝军，孙习林，李长安，李亚伟，魏传义，张增杰，冷勇辉，长江新生代河

流演化：来自碎屑锆石 Ｕ－Ｐｂ年代学的制约，２０２１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

湖北武汉，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６。

４０）姬昊，刘春茹，张沛全，李冰溯，聂冠军，魏传义，尹功明，碳酸盐岩地区基

岩断层的 ＥＳＲ年代学研究，２０２１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湖北武汉，

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６。

４１）ＬｉＹ．Ｗ．，ＬｉＣ．Ａ．，ＷｅｉＣ．Ｙ．，ＺｈａｎｇＹ．Ｆ．，ＧｕｏＲ．Ｊ．，ＬｅｎｇＹ．Ｈ．，

ＬｉｕＣ．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ｎＰｌｉｏＱｕａ

ｔｅｒｎａｒｙｆｌｕｖｉ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ｃｏｒｅＺＬｉｎ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Ｂａｓ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２１９２４—

２６。

４２）李正晨，王先彦，于洋，张会平，苏琦，苗晓东，鹿化煜，岩性和侵蚀基准面

对构造活跃区河流地貌演化的影响———以青藏高原东北缘老虎山和哈思山地区为例，

２０２１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６。

４３）石文芳，徐伟，尹金辉，郑勇刚，秦岭北缘古地震基岩滑坡年代学研究，

２０２１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６。

４４）魏传义，尹功明，李长安，刘春茹，李亚伟，姬昊，早更新世砾石层沉积石

英 ＥＳＲ法断代研究，２０２１年全国地貌与第四纪学术研讨会，湖北武汉，２０２１９２４—

２６。

４５）陈晗，屈春燕，马超，赵德政，单新建，基于ＩｎＳＡＲ数据的２０１５年尼泊尔地

震同震三维形变场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

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４６）陈建业，微观物理摩擦本构理论，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

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４７）陈进宇，姚路，陈建业，马玺，实验研究石英－石墨断层泥在摩擦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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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演化，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

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４８）程理，尹功明，常祖峰，苏刚，魏传义，李光涛，云南玉龙雪山东麓断裂右

旋逆冲活动证据的发现及其构造意义，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

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４９）成里宁，陈建业，段庆宝，周永胜，电气石摩擦镜面记录亚东－谷露断裂同

震滑动，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

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５０）戴文浩，周永胜，震源岩石同震变形特征与机制———以安宁河断裂为例，中

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

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５１）党嘉祥，周永胜，５·１２汶川地震同震断层中的非晶化作用，中国地震学会

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

２８。

５２）邸宁，陈杰，李涛，张伟恒，姚远，李科长，刘奇，巩佳语，利用生长地层和

阶地限定呼图壁储气库背斜生长活动历史，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

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５３）段庆宝，富ＣＯ２流体断裂带震后压实蠕变及孔渗演化，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

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５４）范晓冉，张国宏，基于余震精定位和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数据的 ２０２１年青海玛

多 ＭＷ７３地震发震断层几何与运动学参数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

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５５）冯嘉辉，陈立春，大凉山断裂带北段石棉断裂的古地震研究，中国地震学会

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

２８。

５６）冯炜，姚路，马胜利，ＧｉｕｌｉｏＤｉＴｏｒｏ，潜在断层润滑的实验证据———基于水

热条件下的摩擦实验，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

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５７）高志钰，李彦川，单新建，非差非组合精密单点定位在同震形变提取中的应

用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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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５８）何昌荣，张雷，陈棋福，刘培洵，卓燕群，王凯英，金明培等，断层亚失稳阶

段地震成核过程与前兆：物理基础与观测实例，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

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５９）华俊，赵德政，单新建，屈春燕，张迎峰，龚文瑜，王振杰，李成龙，李彦

川，赵磊，陈晗，范晓冉，王绍俊，２０２１年青海玛多 ＭＷ７３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

断层滑动分布及对周边区域的应力扰动，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

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６０）计昊，李安，张世民，郯庐断裂带安丘－莒县段几何分布和地震破裂特征，

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

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６１）焦中虎，单新建，地震预测连续统计评估框架：评估异常识别方法，中国地

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

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６２）雷蕙如，周永胜，安宁河断层地震成核深度的实验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

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６３）ＬｉＴａｏ，ＣｈｅｎＺｈｕｘｉｎ，ＣｈｅｎＪｉｅ，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ｏｂ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Ａ．，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ｏｕｇｌａｓ

Ｗ．，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ＨｅＸｉａｏｈｕ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Ｂｏｘｕａｎ，Ａｌｏｎｇ

ｓｔｒｉｋｅａｎｄｄｏｗｎｄｉｐ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ＦｒｏｎｔａｌＴｈｒｕｓｔａｎｄｉ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

１９８５ＭＷ６９Ｗｕｑ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

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６４）李彦宝，陈立春，高帅坡，韩明明，卢丽莉，刘成龙，张彦琪，巴塘断裂最新

断错证据与 １８７０年历史地震破裂范围，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

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６５）李彦川，ＮｏｃｑｕｅｔＪｅａｎＭａｔｈｉｅｕ，单新建，ＧＰＳ与 ＩｎＳＡＲ约束的鲜水河－小江

断裂系形变特征，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

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６６）李彦川，ＮｏｃｑｕｅｔＪｅａｎＭａｔｈｉｅｕ，单新建，基于 ＧＰＳＩｎＳＡＲ的海原断裂形变特

征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

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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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李长军，王洋，甘卫军，房立华，周人杰，ＳｅａｇｒｅｎＥｒｉｎ．Ｇ．，张会平，青藏

高原东南缘现今地壳弥散变形特征及其成因，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

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６８）李智敏，李文巧，李涛，２０２１年青海玛多 ＭＳ７４地震地表破裂及震害特点，

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

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６９）刘培洵，基于断层粘滑实验的强震前兆特征探讨，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

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７０）刘世民，张雷，何昌荣，周永胜，邵同宾，高压流体条件下蛇纹石摩擦特性

实验研究以及对俯冲带慢滑移机制的启示，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

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７１）刘洋，何昌荣，普通角闪石和透闪石在低有效正应力下的速率依赖性研究，

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

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７２）卢丽莉，陈顺云，刘琼颖，陈立春，刘培洵，杨竹转，冯嘉辉，利用基岩温度

获取地下流体运移特征及其在地震相关水文响应识别中的应用，中国地震学会第十

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７３）马玺，周永胜，党嘉祥，张雷，何昌荣，断层摩擦实验揭示海原断裂老虎山

段蠕滑机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

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７４）苗社强，周永胜，橄榄岩热传导各向异性的高温高压实验研究，中国地震学

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

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７５）单新建，云南漾濞地震科考研究成果，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

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７６）石峰，何宏林，刘一多，魏占玉，孙浩越，南汀河断裂带晚第四纪活动性研

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

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７７）孙浩越，陈桂华，郭鹏，哈广浩，李涛，李文巧，李智敏，李忠武，苏鹏，徐

岳仁，袁兆德，青海玛多 ＭＳ７４地震发震构造及地表破裂特征，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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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７８）孙浩越，何宏林，池田安隆，魏占玉，陈长云，徐岳仁，石峰，毕丽思，白滨

吉起，冈田真介，越后智雄，大凉山断裂带南段古地震活动历史，中国地震学会第十

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７９）孙建宝，ＩｎＳＡＲ和 ＧＰＳ数据约束下的玛多地震同震和震后变形过程，中国

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

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８０）孙晓，鲁人齐，２０２１年云南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构造特征与发震断层三维精细

模型，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

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８１）王萍，王慧颖，胡钢，袁兆德，钟宁，李文巧，谢超，南迦巴瓦构造结的古地

震———来自河谷沉积的记录，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

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８２）王绍俊，刘云华，单新建，屈春燕，张国宏，解朝娣，赵德政，范晓冉，华

俊，２０２１年云南漾濞 ＭＳ６４地震同震地表形变与断层滑动分布，中国地震学会第十

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８３）王志伟，雷兴林，马胜利，何昌荣，王凯英，基于加密地震观测讨论红河断

裂带北段维西－乔后－巍山断层地震活动性特征，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

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８４）Ｗａ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ＷａｎＹｏｎｇｇ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ｇａｓｆｉｅｌｄ，中国

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

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８５）魏顺顺，陈立春，郭彦双，李西，吴俊杰，常玉巧，陈顺云，小江断裂带多断

层活动对隧道工程的可能影响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

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８６）魏占玉，何宏林，孙稳，庄其天，北天山独山子逆冲断裂生长模式与段落贯

通过程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

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８７）徐芳，鲁人齐，刘冠伸，黄涵宇，孙晓，川西龙泉山构造带分段变形特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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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维模型，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

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８８）姚路，马胜利，
%

本利彦，断层同震瞬态热压作用及复杂物理化学变化的实

验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

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８９）姚文明，周永胜，张雷，马玺，戴文浩，党嘉祥，安宁河断层假玄武玻璃摩

擦滑动实验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

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９０）姚远，陈杰，李涛，覃金堂，邸宁，张伟恒，北天山前陆盆地山麓背斜带新

发现的活动反冲断层及褶皱陡坎，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

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９１）岳冲，屈春燕，王亚丽，于晨，马玉川，余怀忠，龙门山推覆带断层分支结

构对汶川 ８０级地震成核影响数值模拟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

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９２）詹艳，梁明剑，孙翔宇，赵凌强，宫悦，韩静，张培震，张会平，２０２１年５月

２２日青海玛多 ＭＳ７４地震深部环境及发震构造模式问题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

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９３）张林，邓顺杰，杨年发，段庆宝，邹华耀，廖宗湖，龙门山前地震断层带结

构及渗透率，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

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９４）张沛全，刘春茹，潘岳怡，龙政强，左天惠，姬昊，李冰溯，聂冠军，富宁－

那坡断裂系北段地震构造环境研究进展，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

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９５）张茜茜，陈德平，周永胜，粉砂岩细观结构方向性对其拉张变形特征的影响

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

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９６）张迎峰，单新建，龚文瑜，ＩｎＳＡＲ在约束盲逆冲地震中的参数不确定性问题

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

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９７）张钰曼，何昌荣，南海大洋玄武岩在水热条件下的摩擦特性，中国地震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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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

２８。

９８）赵德政，屈春燕，单新建，龚文瑜，张国宏，宋小刚，基于 ＩｎＳＡＲ形变数据

约束东昆仑断裂带应变率分布，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

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９９）赵凌强，詹艳，王庆良，孙翔宇，郝明，韩静，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区拉脊山

构造带三维电性结构特征与地壳变形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

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１００）邹俊杰，何宏林，横山典，魏占玉，石峰，白滨吉起，ＳｐｒｏｓｏｎＡｄａｍＤ．，

山西地堑系的基岩断层面古地震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

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广西桂林，２０２１９２４—２８。

１０１）张奇韬，梁莲姬，潘荣遷，不同饱和砂泥互层体系的振动台试验研究，

２０２１年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分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２１１０１４—１６。

１０２）刘春茹，姬昊，李文朋，魏传义，刘思然，尹功明，石英ＥＳＲ信号特征与受

热温度关系及其在考古研究中的意义，第二届地理测年技术学术研讨会，陕西西安，

２０２１１０１５—１７。

１０３）刘春茹，姬昊，魏传义，尹功明，泥河湾盆地后沟旧石器遗址 ＥＳＲ年代学

研究，第二届地理测年技术学术研讨会，陕西西安，２０２１１０１５—１７。

１０４）魏传义，尹功明，杜金花，王旭龙，刘春茹，王莅斌，王康，姬昊，青藏高

原东南缘河道沉积物 ＯＳＬ与 ＥＳＲ测年困惑，第二届地理测年技术学术研讨会，陕西

西安，２０２１１０１５—１７。

１０５）胡钢，河道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以西藏拉萨和孟加拉最古老王城为

例，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河南三门峡，２０２１１０１８—１９。

１０６）刘春茹，姬昊，李文朋，魏传义，刘思然，尹功明，石英ＥＳＲ信号特征与受

热温度关系及其在考古研究中的意义，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河南三门峡，

２０２１１０１８—１９。

１０７）张会平，青藏东缘晚新生代幕式剥露过程，２０２１年第九届青藏东部构造与

地球物理研讨会，四川西昌，２０２１１０２３—２６。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１年度报告　　

五、出版专著

序号 专著名称 ＩＳＢＮ 完成人 出版社名称 页数

１ ＩｎＳＡＲ地壳形变观测与
发震断层特征

９７８７０３０６９６６０１ 单新建，屈春燕，

张国宏，宋小刚等
科学出版社 ２６８页

六、获得的发明专利、软件证书、国家标准、规范等

序号 成果名称 编　号 类　别 完成人

１ 多种采集器之间的同步

授时系统
ＺＬ２０１９１１１５５７２８．０ 发明专利 汲云涛，郭彦双，刘力强

２
一种异频数据对象的时

间嵌套缓存模型的构建

方法

ＺＬ２０２０１１１６７４２５．３ 发明专利
单新建，郭皓明，张国宏，

魏闫艳，刘云华，高志钰

３
用于超声功率放大器的

程控多通道切换输出装

置

ＺＬ２０２０２０６８３３６７．９ 实用新型

专利
齐文博

４
室内模拟震后断层渗流

愈合过程的多物理量测

量系统

ＺＬ２０２０２１１５４５６７．１ 实用新型

专利
齐文博，段庆宝，郭彦双

５ 一种高精度地质勘查专

用取样钻头
ＺＬ２０２０２１４４３８５３．Ｘ

实用新型

专利

魏传义，尹功明，刘春茹，

李文朋

６ 面接触式接线端子组件

及其子端子
ＺＬ２０２０２１４８６９１２．１

实用新型

专利
姚文明

７ 静密封结构以及具有该

静密封结构的压力容器
ＺＬ２０２０２１９２８９９１．７ 实用新型

专利
姚文明

８ 渗透愈合实验系统 ＺＬ２０２１２０５４９９３９．９ 实用新型

专利

姚文明，陈建业，段庆宝，

杨晓松

９ 一种用于超高真空加热

炉的测温装置
ＺＬ２０２１２１１５２００５．８ 实用新型

专利
武　颖，马　严

１０ 多源遥感数据处理软件 ２０２１ＳＲ０２０８１１５ 软件证书
焦中虎，刘耀开，单新建，

刘云华

１１ 震前热红外多参数异常

提取软件
２０２１ＳＲ０２０８１１６ 软件证书

焦中虎，李勤勇，单新建，

屈春燕

１２ ＡＩＲＣＡＳ热红外温室气
体反演软件

２０２１ＳＲ０２０８１１７ 软件证书
张　莹，焦中虎，单新建，
张国宏

１３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

技术规范
ＤＢ３２／Ｔ４０５０－２０２１ 江苏省

地方标准

刘建达，许汉刚，沙晓青，

李丽梅，谭慧明，于贵华，

陶小三，彭小波，吕红山，

丁页岭，王　繁，方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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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开放与合作交流

１、实验室设立的开放基金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单位 起止时间

１
南海北部滨海断裂带珠江口段

晚第四纪以来活动习性研究
ＬＥＤ２０２１Ｂ０１ 中山大学，惠格格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２
剪应力对矿物物性影响的计算

模拟和实验研究
ＬＥＤ２０２１Ｂ０２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

究所，刘雷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３ 安宁河断裂带精细结构探测 ＬＥＤ２０２１Ｂ０３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

院，杨宏峰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４
红崖山－四道山断裂深部电性结
构特征及对青藏高原 ＮＥ向拓展
的启示

ＬＥＤ２０２１Ｂ０４
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

心，赵凌强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５ 断裂带流体构造响应特征模拟 ＬＥＤ２０２１Ｂ０５ 深圳大学，朱传华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６
长期震后形变时空演化特征及

对地震周期评价的意义———以

２０１０年 ＭＷ６．８玉树地震为例
ＬＥＤ２０２１Ｂ０６ 中山大学，冯万鹏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２、国 （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２１年 ２月 ５日，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博士后马旭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

交流，作了题为 “Ｓｅｉｓｍｉ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ｍｕｄ”的报告。

２）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 ２２日，美国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博士后王赞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作了题为 “碳封存场地中二氧化碳监测方法的数值模拟和二氧化碳泄露

预警有效性的统计评估”的报告。

３、实验室人员出国 （境）情况

１）２０２１年 ４月 ３０日—２０２２年 ４月 ２９日，博士生雷蕙如赴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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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雷蕙如赴荷兰乌得勒支大学交流学习

４、实验室开放活动
（１）公众开放日

　　为推动向全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地震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积极推进公众开放活动。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１２日是我国第 １３个全国防灾

减灾日，主题是 “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５月 ８—１４日为防灾减

灾宣传周。

５月 ７—８日，由中国地震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司、科技部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管理中

心主办的 “第二届防灾减灾宣传周暨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网络论坛”在依托单位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召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办了此次会议。会议由

何宏林研究员主持，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武汉大

学、中南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成都理工大学和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 ８

位专家学者先后作了学术报告。实验室张国宏研究员以地震预警为主线，介绍了高

频 ＧＮＳＳ与传统地震学相融合在地震预警中的应用潜力，展示了相关研究成果。本次

会议兼顾科普与学术，旨在促进全社会对防灾减灾工作的理解和认识，召开方式为

线上线下相结合，吸引了近 ２００名同行学者参加，扩大了相关学科知识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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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防灾减灾宣传周暨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网络论坛会场

５月 １２日上午，实验室与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相关人员共同开展

“地震科普进社区、进课堂”活动。张国宏研究员前往中国科学院第四幼儿园，向百

余名幼儿和教职工传播地震基础知识，受到热烈欢迎。中午，中国科学院第四幼儿园

教职工来实验室交流参观，张国宏研究员讲解了地震知识和应急措施，郭彦双、覃金

堂和庞建章３位副研究员结合实验设备和展板，实地介绍地震研究方法和目标，使幼

儿园老师们加深了对地震及应急的了解，近距离感受地震科学研究工作，为幼儿教

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科学素材。

张国宏研究员为中国科学院第四幼儿园教职工讲解地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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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彦双副研究员为中国科学院第四幼儿园教职工讲解实验现象

（２）教育实习基地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历来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２０２１年先后 ３次分别

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和防灾科技学院提供教育实习基地。

４月 ２４日，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 《岩石物理学》课程安排，该校 ３０多名研究生

来实验室开展课程实习活动。首先杨晓松研究员简要介绍了高温高压岩石物理实验

室的概况，随后在段庆宝副研究员、陈进宇助理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的指导下，同学们

先后完成了岩石渗透率和岩石弹性波测量实验。

段庆宝副研究员指导研究生做实验并解答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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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９日，３０多名中国科学院大学地学领域研究生来实验室参观实习。首先，实

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向同学们介绍了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概况、研究方

向和最新研究成果，周永胜研究员等人引领大家参观了构造物理实验室，介绍了该

实验室发展历程和工作成果。随后，在姚路副研究员、郭彦双副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的

指导下，同学们先后完成了岩石单轴压缩破裂、断层泥双剪粘滑和辉长岩高速旋转

剪切摩擦等实验。

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介绍实验室概况

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解答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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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路副研究员讲解高速摩擦实验

郭彦双副研究员讲解单轴压缩实验

在以上２次实习过程中，研究生们认真聆听、踊跃提问，与研究人员探讨相关研究的

背景、研究动态及相关实验技术的发展趋势等，对这些室内实验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经过此次活动，研究生们对构造物理学、实验地震学等学科的实验研究目的、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为今后从事相关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８月 ２日下午，防灾科技学院 ５名大学生来实验室开展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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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副主任张会平研究员为防灾科技学院大学生讲解

室副主任张会平研究员向学生们简要介绍了实验室的人员和组织情况，重点讲解了

新构造年代学实验室的研究目标和实验方法。随后在尹金辉研究员、杨会丽高级工

防灾科技学院大学生与构造物理研究单元讲解人员合影

程师、马严副研究员的带领下，学生们依次参观了１４Ｃ测年、释光测年、钾－氩测年等

实验室。老师们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解说，不仅让学生了解了多种测年方法的专业

知识，也激发了他们对年代学学科的兴趣。之后，陈建业研究员带领大家参观了构造

物理实验室，详细介绍了固体介质三轴实验系统、低－高速旋转摩擦实验机等实验仪

器的工作原理和实验过程，并耐心解答学生们在专业学习中的遇到的困惑，鼓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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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更多地参与科研课题。本次活动，让本科阶段的大学生更直观地认识了地震科学

领域，开阔了眼界，提高了他们的科学素养，同时也让学生们进一步了解了地震动力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３）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实验室面向依托单位举办的 “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开放。７月 １９日，中国

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举办 “第五届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来自国内多所地学类高

校的 ２９名优秀大学生参加了本届夏令营。实验室陈九辉研究员在开营仪式上致辞欢

迎，随后营员们参观了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的多位科研人员导师分

别就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大地测量学等领域作了精彩纷呈的报告，激发了同学们对

地球科学研究的兴趣。在之后的交流中，营员们就学术科研、导师教学、考研准备等

方面踊跃提问，导师们为营员们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提供了指导，针对营员们

提出的问题，从各专业领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详细的解答。结营仪式上，地质所所

长、实验室副主任单新建研究员给营员们介绍了地质所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脚踏

实地的科研作风、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并给每一位营员颁发了结业证书。此次活动

展示了实验室科研水平，推动同学们熟悉实验室学科和专业方向，了解学术前沿动

态，增加了对地震事业的关注，也让学生对以后的科研学习和学业规划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

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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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地震科普进社区、进校园

５月 １９日，谭锡斌研究员前往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开展地震科普宣传讲座。谭锡

斌研究员作了题为 “构造运动与水系变迁”的科普报告，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生动讲

述了中国大陆构造运动如何影响水系变迁，受到了中学生们的热烈关注和好评。报

告结束后学生们踊跃提问、积极讨论，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此次地震科普走进中学校园，不仅使中学生们学习了科学知识，更使他们了解

到地球科学研究的方法、过程和科学问题的思考方式，为他们心中播下未来职业方

向的种子。

谭锡斌研究员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开展科普讲座

５、科学传播情况

７月２７—２９日，由中国地震局、科技部、中国科协和河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第二届全国防震减灾科普大会”在河北唐山召开，大会主题是 “防灾减灾　科普

助力”。实验室 １０余名科研人员与依托单位相关人员共同参加了此次大会，并利用

自行制作的大型科普模型和科普展板，向公众介绍地震研究方法和原理。国内多家

重要新闻媒体对大会进行了报道。实验室通过参加此次大会，向社会公众传播了地

震科学研究知识，扩大了实验室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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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人员赴河北唐山参加 “第二届全国防震减灾科普大会”

　　郭彦双副研究员撰写了题为“地震过程的实验室模拟”的科普文章，用浅显易懂

的语言介绍了如何通过室内实验探索地震发生的物理机制。该文章于 ２０２１年 １０月

１２日发布在中国地震局网站 “２０２１年国际减灾日”专栏。

郭彦双副研究员撰写的科普文章发布在中国地震局网站 “２０２１年国际减灾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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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重 大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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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一：

帕米尔－西昆仑—南天山会聚带新构造变形与强震研究

位于印度－亚洲板块碰撞带西构造结的帕米尔及邻区的变形过程与强震，一直

是国内外地学界研究和关注的热点。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资助下，实验

室副主任陈杰研究员及其研究团队围绕新生代构造形成时间、现今构造变形的应变

分配、隐伏逆断裂活动习性、强震活动与孕震环境等内容，对帕米尔－西昆仑—南

天山会聚带新构造变形与强震开展了系统研究。取得主要成果如下：

１．获得了帕米尔、西昆仑、南天山构造变形的演化时序，厘定了现今构造格局的

形成时间，对于认识印度－亚洲大陆的陆陆碰撞过程和变形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图 １　帕米尔－西昆仑—南天山会聚带主要活动构造的变形起始时间

２．获得了帕米尔－西昆仑—南天山会聚带现今构造变形的完整图像，提出了公格

尔拉张系是中－西帕米尔和东帕米尔分界断层的新观点，对于认识整个印度－亚洲板

块碰撞变形带应变的空间分配和侧向差异，理解陆陆碰撞造山的运动学和动力学过

程都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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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帕米尔－西昆仑—南天山会聚带主要活动构造的空间展布、变形速率

　　３．基于构造地貌研究改进或建立了逆断层相关褶皱定量研究模型，填补了广泛

发育的活动褶皱调节断层研究的空白，推进了活动褶皱理论的发展，为研究隐伏逆

断层活动习性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

图 ３　 （ａ）简化的纯剪切断顶褶皱模型，（ｂ）基于地层几何形态分析的枢纽迁移模型，

（ｃ）褶皱侧向扩展模式 （侧向加长和侧向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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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系统梳理了 ７号地震危险区孕震背景，提出了 １８９５塔什库尔干 Ｍ７、２０１５

年皮山 ＭＷ６４、２０１６年阿克陶 ＭＷ６６等地震的发震构造。

图 ４　 （ａ）２０１５年 ＭＷ６４皮山地震发震构造，（ｂ）２０１６年 ＭＷ６６阿克陶地震

同震滑动、余震分布和发震构造

相关成果发表论文４１篇 （３２篇国际 ＳＣＩ、９篇中文核心），累积引用达 ２０６７次。

其中的 ８篇代表性论文，已被国内外同行引用 ８００次 （ＳＣＩ引用 ５７８次，ＣＳＣＤ引用

２２２次），他引 ６４５次 （ＳＣＩ他引 ４５６次，ＣＳＣＤ他引 １８９次）。特别是 ２００２年和 ２００６

年发表在 ＥＰＳＬ的两篇代表性论文引起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单篇 ＳＣＩ他引分别为 ９６

次和 １７８次。基于上述成果，与新疆地震局合作成功申请获批科技部 “新疆帕米尔

陆内俯冲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研究开展期间培养硕士生 １７名，博士生 ５

名，博士后 １名，形成了一支高水平新构造与活动构造领域的研究团队。研究成果不

仅对更好地理解西构造结的变形扩展过程和隐伏活动逆断层活动习性具有重要的科

学意义，而且为区域中长期地震危险性判定提供了有力支撑，具有重要的防震减灾

应用价值。以上成果于 ２０２１年获 “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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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二：

龙门山断层带物理力学性质与地震发生机理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构造物理研究团队以 ２００８年汶川 ８级地震断层带为

研究对象，在野外和钻探揭示的断层露头调查和样品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并研

发多种岩石物理和岩石力学实验技术，对龙门山断层带的物理力学性质开展了系统

研究，并分析了其与汶川地震孕育发生机理的关系，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认识。

图 １　汶川地震断层带虹口露头的内部结构和断层岩分布

１、揭示了地震断层带结构和成分特征及其与地震滑动的关系

对汶川地震地震破裂带多个断层露头和多个钻孔样品的观测、分析和统计表明，

地震滑动时断层带变形局部化特征明显，尽管断层带通常可达数米宽，并可能存在

多个断层泥条带，但位于断层核部断层泥中的同震滑动带宽度多在 ２～３ｃｍ；微观分

析揭露出滑动带通常发育有多次地震活动的证据，一次事件可集中于数百微米厚的

滑动带中。基于对地震断层带物质成分的系统分析和对比，提出了断层带内流体－断

层相互作用的模型：间震期碳酸盐矿物大量压溶溶解使断层破碎带质量流失严重

（平均６０％～８０％），造成高达数米的断层厚度损失，间震期水岩反应使碳酸盐的同位

素组成发生变化；震后由于断层 “阀门”的开启，大量热液流体矿物沉淀，富 Ｍ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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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流体的活动使断层带逐渐富集蒙脱石；同震滑动的摩擦生热效应使得滑动带局部

发生蒙脱石的伊利石化，导致断层泥中蒙脱石含量会呈现整体最高而局部带异常低

的特点。磁滞回线和热磁分析表明，断层泥中以顺磁性的菱铁矿和纤铁矿为主要磁

性载体，断层同震摩擦生热产生的高温足以使断层泥的磁性矿物发生热分解，产生

新的亚铁磁性矿物 （如磁铁矿或／和磁赤铁矿）。同震滑动引起的矿物变化可作为判

定滑动带的依据以及断层历史上是否发生强震的证据。

图 ２　汶川地震断层带平溪、赵家沟露头蒙脱石－伊利石跨断层含量分布示意图

２、建立了断层带的流变结构与地震成核模型

对汶川地震断层带断层泥和围岩开展的摩擦实验表明，低速滑动条件下，断层

泥的摩擦强度与黏土矿物含量有关，黏土矿物含量越高，摩擦系数越小，其变化趋势

更接近蒙脱石－石英混合断层泥，表明断层带在浅部具有较低的摩擦强度。富含黏土

矿物的断层泥表现为速度强化型蠕滑，不具备地震成核条件。富含碳酸盐矿物的断

层泥在 １００～１５０℃的温度条件和较慢的滑移速率条件下表现出速度弱化的摩擦行为，

且具有极高的震后愈合速度，具备地震成核条件并有利于同震破裂扩展。断层带震

源深度的力学性质可以用深蚀断裂带出露的花岗质糜棱岩的摩擦和流变性质来表征，

实验结果表明，在相当于５～２０ｋｍ深度的温度条件下，岗质糜棱岩表现出典型的速度

弱化型不稳定滑动的摩擦行为，具备地震成核条件；花岗岩非稳态流变实验表明，彭

灌杂岩在地壳 １５～２５ｋｍ深度范围内具有极高的强度，为龙门山断层带积累巨大的能

量提供了物质基础，通过对深蚀断裂带出露的带脆－塑性转化带构造岩中流体包裹体

的研究，并结合高温高压条件下的裂隙愈合实验，认为龙门山断层带深部存在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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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静压压力的高压流体，而高压流体的存在是高角度逆断层滑动从而导致汶川地震

成核和发生的重要条件。综合地质、地球物理和实验室研究结果，构建了龙门山断层

带的流变结构模型，认为在间震期断层脆－塑性转化带流体被封闭在剪切带中，在断

层核部形成高孔隙流体压力，降低了断层的有效正应力和剪切强度，导致高强度断

层上地震的成核与发生；地震破裂发生后，流体孔隙压力下降，断层强度增高，且由

于震后快速蠕滑，导致脆－塑性转化带深度增加，余震可向断层深部扩展。

图 ３　汶川地震断层带多种断层泥样品的摩擦强度与稳定性参数 （ａ－ｂ）随黏土矿物含量的变化

图 ４　龙门山地区流变结构 （左图，从上到下分别代表川西高原、

龙门山构造带和四川盆地）及脆－塑性转化带的深度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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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揭示了断层带同震滑动基本特征及其主导机制

自主研发了岩石高速摩擦实验装置，并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新技术探索，包括孔

隙压力实验容器的设计与应用、样品温度场的测量与计算方法等，为研究断层同震

图 ５　汶川地震断层泥高速摩擦性质

滑动特征及其机制提供了先进的实验平台。依托全新的实验装置和实验技术，对汶

川地震断层带多个露头和钻孔采集的断层泥开展了高速摩擦实验，结果表明高速摩

擦行为在整个断层带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均表现为显著的滑移弱化，在地震滑动

速率下，干燥条件的稳态摩擦系数均＜０２，在含水条件下可低至 ００３左右，且这种

极低的摩擦系数几乎不依赖于断层泥的矿物组成及黏土含量。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

高速摩擦时断层泥的稳态摩擦系数受围岩热导率控制，随围岩热导率减小，断层弱

化速度加快，含黏土矿物时弱化更明显，由此证实了凹凸体急剧加热是高速滑动下

断层发生显著滑动弱化的主导机制，而与此相伴随的孔隙压增加引起的热压作用会

进一步促进断层的动态弱化，而断层泥中普遍发育的纳米颗粒的滚动润滑机制并非

滑动弱化的主要机制。实验中发现，含水条件下滑动面的温度随着断层高速滑动而

快速升高，但由于摩擦生热导致水的汽化过程在 １００℃左右出现 “温度平台效应”，

观测到的实验中孔隙压力的急剧上升证实了水相变导致断层滑动弱化。显著的滑动

弱化在地震过程中会极大地促进同震破裂的扩展，并能够解释震后钻探观测到的温

度异常较小的现象。实验结果还表明，断层在高速滑动停止之后，随着滑动面上温度

的迅速降低，摩擦系数在 ５～１０ｓ内可恢复～０４。这种快速的强度恢复支持地震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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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汶川地震断层泥高速摩擦性状在不同摩擦升温条件下的变化

是以自愈合滑动脉冲方式扩展，也意味着断层面上经历了高速滑移的区域强度可快

速恢复，余震活动减弱。

图 ７　汶川地震断层岩在不同有效正应力下的渗透率、孔隙度和比储流率

４、揭示了断层带物性结构特征与同震热压作用发生条件

研发了超低渗透率实验装置，针对超低渗介质 （断层泥）发展出用于测量连通

孔隙度随压力变化的新实验技术，发展出总孔隙度与压力关系的精确测量技术和计

算方法，同时发展了高精度波速测量技术等。波速测量揭示出汶川地震断层纵波速

度（Ｖｐ）偏低 ２０％～５０％，源于存在大量孔隙和黏土矿物，断层带显著偏低的 Ｖｐ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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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利用汶川地震断层岩实测摩擦和流体输运参数开展的热压作用数值模拟

性有可能成为探测陡倾地震断层的重要参数。对汶川地震断层带多个断层露头和两

侧围岩进行了渗透率等传输性质的测量，发现新鲜断层泥渗透率最低，围岩渗透率

也较低，角砾岩渗透率最高，使得横跨断层剖面渗透率呈 “Ｍ”型。这种结构暗示断

层带内的流体活动被局限在高渗的破碎带中。同时低渗的滑动带有助于同震热压作

用的发生，即：断层同震滑动时的摩擦增温会导致孔隙压急剧上升，从而造成断层弱

化。统计分析表明，沿断层带的渗透率在有大滑移量的位置均具有非常低的渗透率，

渗透率极低点与最大位移点一致，表明断层岩的渗透率确对同震地表滑移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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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作用。综合考虑断层带成分结构和物理力学性质开展的数值模拟表明，汶川

地震断层至少在 ７ｋｍ以上可发生同震热压作用，其中蒙脱石脱水可以贡献 ＭＰａ量级

的孔隙压力，而热压作用对同震滑动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模拟得到的滑动弱化

距离与地震学参数一致表明了模拟的客观性，而同震高速滑动和热压作用导致的显

著弱化使铲形高角度逆冲断层的破裂扩展成为可能。

相关成果共发表论文 ４６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３３篇 （国际期刊 ２４篇，包括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篇、ＧＲＬ２篇、ＪＧＲ７篇、ＥＰＳＬ１篇、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篇、Ｇ－ｃｕｂｅｄ２篇、ＢＳＳＡ１

篇、ＪＡＥＳ２篇），论文已被国内外同行广为引用。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好评，相

关研究成果曾多次应邀在 ＡＧＵ、ＪＰＧＵ年会和国内多个大型会议上报告；国际著名学

者 Ｓｃｈｏｌｚ撰写的被誉为地震科学教科书的专著 《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

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中引用了本成果的多项内容；凹凸体摩擦生热实验结果在

Ｇｅｏｌｏｇｙ发表时，国际著名断层力学专家 Ｍａｒｏｎｅ教授等专门撰文评述，认为其是高速

摩擦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纳米高速摩擦实验结果在 ＧＲＬ发表时，主编将其遴选

为亮点文章；水相变导致断层动态弱化成果发表后，国际著名力学大师 Ｒｉｃｅ教授在

２０１７ＧｅｏＰｒｏｃ会议上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高温高压下断层摩擦和流变实验结果、断

层带物质变化等成果也得到国际审稿专家的充分肯定。研究工作和技术平台吸引了

多名国际学者和研究生来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提升了我国地震物理研究的国际影

响力和竞争力，并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人才。以上成果于 ２０２１年获 “中国地震局防

震减灾科学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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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三：

青藏高原东缘地壳深部变形与汶川地震（ＭＷ ７９）的

密集宽频带台阵研究

　　作为青藏高原东扩的关键通道，川西高原的隆升缘由解释为四川盆地对青藏高

原下地壳流的阻挡，但一直备受争议 （特别是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之后）。形成这种状

况的原因在于二维剖面观测外推造成的不确定性、单独数据集解释的非唯一性以及

地球物理成像空间分辨率不足。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在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规

划项目 （９７３）的支持下，实验室研究团队在中国川西地区 （１００°Ｅ～１０５°Ｅ，２６°Ｎ～

３２°Ｎ）布设了由 ２９７台宽频带流动数字地震仪组成的密集台阵 （川西台阵），期间

发生了广泛研究和报道的 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依托川西台阵及后续加密台站的海量

观测数据，通过前后 １２年的努力，取得了如下重要科学发现：

图 １　青藏高原东缘不同深度的地壳上地幔 Ｓ波速度结构

１．利用自行开发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方法，以前所未有的分辨率给出了

青藏高原东缘及其邻区 １００ｋｍ深度范围内的三维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揭示了地貌、

地震地质和地表形变特征与深部构造变形的关系，为青藏高原下地壳流的存在及其

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分区特征提供了有力的地震学观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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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青藏高原东缘地壳上地幔 Ｓ波速度结构

２．通过多种观测证据的综合分析，提出了沿边界断层的块体 （刚性）运动和下

地壳流动共同造成青藏高原东扩和隆升的混合模型，协调了已有青藏高原动力学端

元模型之间的矛盾。

图 ３　 （ａ）研究区岩石圈三维 Ｓ波速度结构，（ｂ）青藏高原东扩的变形及动力学模型

３．利用现代定位技术、龙门山断裂带中上地壳速度结构的地震环境噪声成像和

双差层析成像技术研究揭示了汶川地震 （ＭＷ７９）的地震活动序列和分布特征，发

现汶川地震高角度铲式逆冲兼走滑的发震构造，给出了高分辨率龙门山构造带速度

结构，提出松潘－甘孜块体下地壳低速体在四川盆地阻挡之下的垂向扩张是造成汶川

地震的动力来源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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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穿过汶川地震震中的 ＮＷ－ＳＥ剖面

　　４．利用川西台阵观测数据和地震环境噪声方法，获得了汶川地震的震前、同震

和震后恢复过程的地壳速度变化特征，首次在国际同类研究中得到同震地壳速度变

化的空间分布，通过地震学方法直接观测到同震应力降的分区特征。

图 ５　汶川地震同震速度相对变化 （左图）与 ５ｋｍ深度的同震体应变 （右图）

研究开展期间，被 ＳＣＩ收录的 ８篇代表性论文 ＳＣＩ他引 ８４６次，分别发表在 Ｎａ

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和地球物

理学报。其中，发表于 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的论文他引 ２６１次，为 ＥＳＩ高被引用论文，

获评国家科技部 ２０１４年度十大科技进展。以上研究成果于 ２０２１年获 “中国地震局

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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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四：

汶川地震震后形变场约束的青藏高原东缘岩石圈流变学结构

及其揭示的形变机制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及持续的北向推挤导致了宽达千余公里的强烈变形

区及被称之为 “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形变模式和动力学机制一直是

地球科学研究的前沿热点，不同理论或假说间的争议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开始持续至

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岩石圈流变学结构的观测证据。２００８年发生在青藏高

原东缘的 ＭＷ７９汶川地震激发了岩石圈介质的粘弹性响应，为认识区域岩石圈的流

变学结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北京大学沈正康教授和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王敏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团队，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赶赴震区开展 ＧＰＳ观测，并结合多方收集的 ＧＰＳ观测

资料，产出了覆盖地震近－中－远场、时间跨度长达９年的三维震后形变场；以震后形

变场为约束，构建有限元动力学模型研究青藏高原东缘岩石圈流变学结构。模型以

岩石圈三维介质结构为基础，联合反演断层面上的震后余滑、区域介质的瞬态和长

期稳态粘滞系数，获得了迄今为止最为精确的青藏高原东缘岩石圈三维流变学结构。

研究结果表明：（１）松潘－甘孜地块下地壳和上地幔的长期粘滞系数分别为 （５０±

０７）×１０１８和 （１３±０３）×１０１９Ｐａｓ，证实了青藏高原岩石圈的 “三明治”结构，但

下地壳的粘滞系数远高于 “地壳流”模型的预期，不支持构造形变仅由下地壳物质

流动所驱动的机制；（２）松潘－甘孜地块下地壳和上地幔的瞬态粘滞系数分别为

（５０±１３）×１０１７和 （５０±１５）×１０１８Ｐａｓ，揭示了非线性的形变机制；（３）与松潘

－甘孜地块相邻的西秦岭地区和四川盆地具有更高的流变强度，与地震学和大地电磁

在青藏高原东缘观测到的下地壳低速层和高导层分布特征相一致，很好地解释了跨

东昆仑－塔藏断裂和龙门山断裂震间形变模式的变化。

地壳形变模式本质上是由岩石圈流变学结构控制的。基于上述流变学结果并结

合已有的大地测量学、地球物理学和地质学研究成果，研究团队进一步提出了一个

青藏高原东缘构造变形的三维概念模型，该模型认为青藏高原的变形是岩石圈应力

场整体作用的结果：高原物质的东向挤出被松潘－甘孜地壳的 ＥＷ向缩短和 ＳＮ向拉

张所吸收，在这一过程中上地壳共轭走滑断层的错断和下地壳广泛分布的剪切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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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上述研究成果发表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并被美国地球

物理学会 （ＡＧＵ）的通讯杂志 ＥＯＳ选为研究亮点进行了报道。

图 １　青藏高原东缘三维构造变形模型

地表的背景色代表汶川地震震后 ９年粘弹性介质松弛导致的地表累积位移；红线为该地区主要共轭剪切断裂带与地表及

　　　　　　　模型侧切面的交线；左侧黑色箭头代表区域构造加载的边界条件；正交的白色箭头对表示下地壳和上地幔的三维应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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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五：

青藏高原东缘晚白垩世－早古近纪水系格局

与低起伏地貌面形成新机制

　　在青藏高原东缘－东南缘地区，发源于高原内部的一系列河流通过快速下切和调

整，不断响应新生代印度－欧亚板块碰撞以来的强烈变形和地表隆升，河流水系动态

重组过程极其复杂，一直以来是构造地貌学界研究的热点。在这些快速侵蚀下切的

河流峡谷山地间，同时广泛分布一系列高海拔、低起伏地貌面 （图 １）。长期以来，

关于这种奇特的 “夷平面”景观在什么时间形成，又是什么地貌过程机制在控制着

其形成，也是国内外地球科学领域学者重点关注的科学问题。近年来，陆续有研究揭

示出晚新生代以来分水岭迁移、内流盆地削高填低以及 “冰川锯”侵蚀等可以形成

规模有限的低起伏地貌面。然而，考虑到青藏高原东缘－东南缘低起伏地貌面断续分

布达上千公里，因此也有学者推测在高原抬升之前，藏东地区存在一个连接海平面

的区域夷平面，但其形成时代和成因机制仍然未被揭示。

图 １　现今青藏高原东缘高海拔、低起伏地貌 （ａ，ｂ）和深切峡谷 （ｃ）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赵旭东博士在实验室副主任张会平研究员的指导下，

联合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地质学家，选择青藏高原东缘与华南板块转换地带的四川盆地、

西昌盆地、会理盆地和楚雄盆地的晚白垩世－早新生代地层 （图 ２），开展了系统的沉

积学分析与物源示踪工作。盆地高度相似的沉积特征和物源信号结果表明，印度－欧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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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青藏高原东缘构造地貌特征 （ａ）及低温热年代学记录的差异剥露历史 （ｂ）

大陆碰撞之前晚白垩世－早古近纪时期，青藏高原东缘存在一条近南－北向、大陆尺度

的南流水系，其物源主要来自松潘－甘孜、义敦和四川盆地 （上扬子地区），在流经印

支地体的思茅－呵叻盆地后最终汇入新特提斯洋 （图 ３）。结合已发表的低温热年代学

结果 （图 ２）、板块位置重建 （图 ３）以及地貌演化模拟 （图 ４），提出这一大规模、低

坡度水系，反映了印度－亚欧板块碰撞前高原东部长期稳定的区域构造环境和低缓的长

波长地形－地貌特征。同时，作为区域地形起伏不断侵蚀夷平的主控因素，基准面 （海

平面）的长期稳定也会缓慢地减小地形起伏度，进而促进大陆尺度的低起伏地貌面发

育与形成。区域规模的低起伏地貌面形成后，晚新生代以来强烈的构造运动将其抬升

至接近现今海拔高度，之后河流快速下切以及断裂活动将其破坏肢解。这一发现不仅

提出了现今高原东部广泛分布的高海拔、低起伏地貌面形成的新机制，同时也为进一

步认识全球范围内的夷平面形成－破坏过程及其驱动机制提供了新启示。

该研究成果以“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ｃａｌｅｒｉｖ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ｌａｔ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ｅａｒｌｙ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ｎｅ”为题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 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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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ａ）晚白垩世晚期－第三纪早期东亚板块重建与

（ｂ）青藏高原东缘晚白垩世－早古近纪大陆规模水系格局

图 ４　地貌模拟显示～５５Ｍａ缓慢剥蚀过程中的地貌起伏变化 （ａ，ｂ）及河流纵剖面演化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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