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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水平与贡献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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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５项，其

中包括国家公益性行业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

研究课题 ５８项。在研项目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达 ５３项，在 ２０１７年自然基金项

目申请中共获资助项目１８项，其中国际科技合作专项２项，表现出很强的竞争能力。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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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１６５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１０４篇。依据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最新 ＪＣＲ论文分区，

实验室在综合类和地学领域１区期刊发表论文８篇，Ｔｏｐ期刊发表论文１５篇，２区期

刊发表论文３５篇，分别占实验室发表论文总数的４８％、９％和２１２％。此外，实验室

人员在国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７６篇，在国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１０９

篇。

张培震研究员等人的研究成果 “青藏高原及东北缘晚新生代构造变形与形成过

程”获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甘卫军研究员等人的研究成果 “基于 ＧＰＳ观测

的青藏高原三维地壳形变和汶川地震强地面运动研究”获中国地震局 “防震减灾科

技成果奖”一等奖。姚路副研究员、张国宏副研究员分别获 “第十届李善邦青年优

秀科技论文”二等奖和三等奖。２０１７年获发明专利 １项，软件著作权 ８项。

二、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截至 ２０１７年底，在实验室工作的固定人员为 ８０人，全职特聘人员 ４名 （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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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闻学泽，冉勇康，刘力强），其中研究人员 ７０人，技术人员 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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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研究员 ３１人 （含特聘研

究员 ４人），副高级人员 ２６人；在学历结构上以高学历者为主，其中博士学位 ６８人，

硕士学位 １１人；在年龄结构上以中青年人员为主，其中 ４５岁以下人员 ５２人。研究

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３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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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人，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人选 １人，万

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人选 １人，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人选 １人。

２０１７年，实验室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效。张会平研究员获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

质科技奖 “银锤奖”；刘启元研究员、张培震研究员被评为中国地震局 “十二五”以

来 “地震科技创新突出贡献科技工作者”。尹功明研究员被评为中国地质学会 “第

３９届理事会先进工作者”。５名青年科技人员 （段庆宝，苗社强，胡钢，毕海芸，徐

红艳）晋升副高级岗位。实验室继续把选送青年人员到发达国家高校和科研机构访

问学习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２名青年科技骨干 （庞建章，张雷）、２名博士研究

生 （王伟，成里宁）分别获中国地震局青年科技骨干出国留学项目和国家留学基金

委资助出国访问学习。通过公开招聘方式新增了 ３名青年科研人员 （段庆宝，苗社

强，胡钢）。青年科技人员承担国家项目、发表论文的比重持续增加。实验室特聘外

籍研究员
!

本利彦调离实验室，同时被聘为实验室荣誉研究员，１名科技人员退休。

２０１７年实验室共有 ２２名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学位 （其中博士 ７人、硕士 １５人），

出站博士后２人。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实验室在读研究生９５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５９人，

硕士研究生 ３６人），在站博士后 １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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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放与合作交流

１、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情况

　　实验室在多项课题的执行过程中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来此参加合作研究、

开放课题、学术交流的美国、日本、韩国、荷兰、德国、英国等国家的科技人员共 ４０

余人次，其中 ２０余人在实验室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研究生赴国

外和港台地区参加合作研究、学术考察、国际学术会议共 ６０余人次。

实验室继续通过 “地震动力学论坛”推动学术交流，并积极组织专题学术会议。

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２８日—８月 １日，由中国地震学会构造物理专业委员会、中国岩石力学

与工程学会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实验室承办的 “高温高压岩石力学

与构造物理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太原举行，来自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系统、中国地

震局系统以及相关企业２０个单位的５８位代表参加了会议。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由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办，实验室承办的 “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 （第 ７１次）：地球深部

构造与强震孕育过程”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召开，实验室 ４位专家应邀在论坛做主

题报告。

实验室多位研究人员应北京大学地空学院邀请，先后赴北京大学开展科技成果

与学术交流。多位研究人员应邀赴高校、科研院所、省地震局开展学术讲座。

实验室邀请沙特阿拉伯阿布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ＯｌａｆＺｉｅｌｋｅ研究员开设 “高精度

ＤＥＭ数据在活动构造研究”短期课程；邀请客座研究员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ＣｈｒｉｓＳｐｉ

ｅｒｓ教授开设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课程，并做了题为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ｏｗｔｏｂｅａｔｔｈｅｎａｔｉｖｅｓａｔ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ｇａｍｅ！”的讲座，为科

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如何撰写英文论文提供了理论指导，来自地质所和其

它单位的 ７０多名研究生和科技人员参加了此次讲座。

２、公众开放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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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１２日，即中国第 ９个 “防灾减

灾日”，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和北京大学的 ２０多名学生来实验室参观。实验室副

主任陈杰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实验室概况，并详细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甘卫军

研究员做了题为 “ＧＰＳ地壳运动观测技术及其在青藏高原研究中的应用”的学术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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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随后工作人员引领同学们参观了各个研究单元，结合展板和科研项目展开了认

真细致地讲解，并现场示范了部分仪器设备的操作方法。在此过程中，同学们兴趣浓

厚，积极提问并动手操作，部分感兴趣的同学甚至主动提出在活动结束后继续与工

作人员保持进一步交流。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同学们对地震科学研究的了解，也提

供了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拓宽了他们的科学研究视野。

实验室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教育实习基地。２０１７年 ４—５月，根据中国科学院

大学 “岩石物理学”课程安排，中国科学院大学 ４０多名研究生先后 ２次来实验室开

展教学实习，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先后完成了岩石渗透率测量、岩石弹性波

测量、岩石单轴压缩实验、双剪断层黏滑实验、陶瓷高速摩擦实验等。实验室实践活

动是课堂内容的延伸，使学生对岩石物理学及地震科学研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为

今后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基础。

实验室面向依托单位举办的 “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开放。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１７—

２０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举办 “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从多所地质类高校选

拔出的 ２０名本科生参加了此次活动，实验室主任马胜利研究员在开营仪式上做了报

告。夏令营期间，实验室多位研究人员做了相关领域的学术报告，激发了同学们对地

球科学研究的兴趣。同学们还参观了实验室，并与研究生导师零距离交流和沟通。此

次活动展示了实验室科研水平和学术氛围，让学生们进一步熟悉了实验室学科和专

业方向，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加深对地震事业的认识和兴趣。

３、公共研究平台的作用及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与共享情况

实验室是中国地震研究领域重要的公用研究平台，通过各类研究课题、自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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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了国内外一批科技人员来实验室研究学习。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全面对外开放

共享，为地震系统及其它部门数十家单位的科技人员提供了技术服务。大型设备对

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多数大型设备的共享率有所提高。

四、专项经费执行情况与效益分析

１、自主研究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年实验室共设立自主课题 ５项，其中围绕实验室研究计划的课题 ３个，自

由探索课题 ２个。预算总经费为 ５５８万元，２０１７年投入经费 １１３万元。２０１７年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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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自主课题共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４４篇。

截至 ２０１７年底，２０１３年设立的 １项课题结题；２０１４年设立的自主研究课题 ３项

结题，３项延期；２０１６年设立的 １项课题结题。“南北地震构造带和西秦岭交会区三

维深部结构及强震孕震环境”课题通过收集和新测，获取了南北地震构造带和西秦

岭交会区的宽频带大地电磁数据，利用三维电磁成像技术获取了该区域三维深部电

性结构图像，结果表明交会区的深部电性结构大致以 １０６°Ｅ为界表现出明显的东西

差异，沿大约 １０６°Ｅ可能确实存在一个近 ＳＮ向的构造带，不仅强震沿该带发生，晚

新生代火山活动也发生这个带上。作为青藏高原东缘的南北地震带在深部穿过了近

ＥＷ走向的西秦岭山脉，与早期青藏高原北缘昆仑－秦岭造山带的共同作用造就了构

造变形复杂并强烈的西秦岭构造结。“汶川地震震源动力学破裂过程模拟研究”课题

利用地震地质调查和地震剖面探测结果对发震断层几何形态及介质参数进行约束，

基于连续－离散单元法建立了 ３个包含有不同主断裂的龙门山断裂带二维黏弹性有

限元模型，从震间应力积累到同震应力释放，对汶川地震的孕育与发生进行了全周

期的模拟再现。同时发现，铲型逆冲断裂深部断层破裂造成的扰动能够推动浅部高

倾角区域发生被动破裂，使得逆冲地震发震断层的倾角上限比传统的认识要大。“阿

尔金断裂丛集性破裂事件的古地震研究”课题通过在阿尔金断裂阿克塞南北两支上

分别开挖古地震探槽，对比古地震数据，发现南北两支断裂存在同时破裂的可能性，

并且南北两支上的地震发震时间相近，表明一支发生地震对另外一支存在明显的影

响。对比挤压弯曲内部和外侧的古地震数据，发现一些地震可以破裂至弯曲内部，甚

至穿过弯曲，证实了前人利用数值模拟建立的弯曲破裂模型。“断层裂隙碳酸盐填充

物铀系测年研究”课题通过质谱铀系测年方法对内蒙狼山断裂、云南洱海断裂和新

疆木吉断裂附近采集的碳酸盐沉积进行了测年分析，并对获得的铀系年代结果和研

究中发现的问题做了分析探讨。研究表明，尽管铀系测年方法自身的测年精度很高，

但在应用于断层碳酸盐矿物测年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结合不同研究地点的野

外实际情况做进一步深入研究。项目执行过程中建立的实验方法和分析流程，为今

后建立铀系测年实验室，并将其应用于地震地质领域的相关年代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石英 ＥＳＲ法在河流沉积物源示踪中的探讨及应用”课题对青藏高原东南缘具单一

岩性 （花岗岩、变质岩、沉积岩）的小河流域系统基岩和沉积物石英 ＥＳＲ信号特征

进行了实验分析，结果表明作为一种新发展的物源示踪方法，石英 ＥＳＲ法是一种非

常具有潜力的物源示踪手段，同时石英 ＥＳＲ测年技术的不断提高，也使得该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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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区域性构造运动、地貌演化，重建区域性的气候演化历史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

势，因此石英 ＥＳＲ法具有广阔的物源示踪研究应用前景，应得到地学工作者的关注

和重视。

２０１５和 ２０１６年设立的自主研究课题正在按计划执行。

２、开放基金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批准开放课题 ９项，资助总额 １８２万元。

２０１４年批准的 ６项开放课题除 １项申请延期外，其余 ５项均完成了结题报告。２０１５

年批准的 ５项课题均已基本完成预定任务，进入课题总结阶段。２０１６年批准的 ７项

开放课题按计划实施。实验室资助的开放课题全年共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１４篇。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王海涛研究员负责的 “新疆天山地区地震应变能的

时空演化和断层失稳”课题对地震活跃的南天山西段发生强震断层的构造背景等进

行分析，通过贝尼奥夫应变加速、减速释放特征和沿断层地震活动的时空演化等现

象，回溯研究强震前相关物理场的演化特性，给出强震前亚失稳阶段识别和判定失

稳断层部位的指标和方法，对地震预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中南大学冯光财博

士负责的 “光学影像偏移量形变监测算法研究：以 ２０１３年 ＭＷ７７巴基斯坦 Ａｗａｒａｎ

为例”课题利用光学影像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和 Ａｓｔｅｒ）偏移量配准算法和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影像获

得 ２０１３年 ９月 ２４日巴基斯坦 Ａｗａｒａｎ同震形变，基于该形变信息反演此地震的震源

参数，系统分析了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影像所提取的形变场中各类误差的时空分布特征，同时

提出了对应的改正方法，并将研究成果推广运用到其他地震、冰川等地质灾害的形

变监测。由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王学滨教授负责的 “基于失稳判据的断层系统中危险

断层的数值计算方法研究”课题利用实验和数值模方法，研究了在构造运动或采动

条件下各条断层的活动顺序及失稳规律，项目中提出的分析方法对于复杂断层系统

中局部断层的活动顺序及稳定性研究具有一定价值。由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李霓

研究员负责的 “内蒙古锡林浩特火山群火山岩年代学研究”课题针对研究区开展了

野外地质勘察和火山岩的Ｋ－Ａｒ同位素年代学测试研究，明确限定了达里诺尔火山群

的活动时代，基本厘清了该火山群的喷发年代、期次和迁移活动规律，为了解陆内裂

谷环境下火山活动规律提供了重要参考。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陈建波副研究

员负责的 “迈丹断裂古地震事件光释光测年研究”课题对西南天山地区阿合奇谷地

内的迈丹断裂相关沉积物进行了系统光释光测年研究，分析评价了释光测年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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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迈丹断裂的地震相关沉积物测年的适用性。根据古地震探槽内断层断错沉积物

所揭示的古地震期次和光释光样品的测年结果，限定了每次古地震事件的发生时间，

查明了断裂古地震活动特征和复发周期，为评价该断裂的地震危险性提供了可靠的

定量数据。

五、实验室大事记

１、领导视察和表彰奖励

　　 （１）２０１７年 ４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调研指导中国地震局工作时视察了实验

室，看望科研一线工作人员，了解地震科技发展和实验室运行情况，并与实验室院

士、专家、青年科技工作者和研究生进行了广泛交流，对实验室的科研给予了充分肯

定，并对地震科技发展和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提出了希望和建议。

（２）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张培震研究员等人的研究成果 “青藏高原及东北缘晚新生

代构造变形与形成过程”获得２０１７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甘卫军研究员

等人的研究成果 “基于 ＧＰＳ观测的青藏高原三维地壳形变和汶川地震强地面运动研

究”获中国地震局 “防震减灾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３）２０１７年 ６月，刘启元研究员、张培震研究员被评为中国地震局 “十二五”

以来 “地震科技创新突出贡献科技工作者”；９月，张会平研究员获中国地质学会青

年地质科技奖 “银锤奖”；１０月，姚路副研究员、张国宏副研究员分别获中国地震学

会 “第十届李善邦青年优秀科技论文”二等奖和三等奖；１１月，尹功明研究员被评

为中国地质学会 “第 ３９届理事会先进工作者”。

２、人员变动情况

２０１７年 ３月，实验室特聘外籍研究员
!

本利彦调离实验室，同时被聘为实验室

荣誉研究员；

２０１７年 ４月，李建平工程师退休；

２０１７年 ７月，聘请胡钢副研究员来实验室工作；

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聘任段庆宝和苗社强 ２名青年科研人员。

３、仪器设备购置

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购置了多通道多参数高速数据并行采集仪、同步热分析仪、二维

９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７年度报告　　

数字化应力光弹实验系统。

六、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１６日，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在依托单位中国

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举行，会议由张培震院士主持。

会议听取了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做的实验室工作报告，内容包括实验室

发展目标和学术思路、人才队伍状况、科研条件平台、近年来的主要成果、２０１６年运

行情况及 ２０１７年工作计划等，委员们对实验室发展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会议

对 ２０１７年度实验室设立的自主课题进行了评审，听取了项目建议人的答辩并进行了

质疑。根据评审结果，实验室２０１７年度设立自主课题５项。同时，对以往年度设立的

自主课题进行了结题验收，参加评审的 ５项课题全部通过验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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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人员

１、实验室工作人员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１ 丁国瑜 男 １９３１．０９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与

活动构造
副博士

中国科学院

院士

２ 马　瑾 女 １９３４．１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大地构造物理 副博士
中国科学院

院士

３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 博士

中国科学院

院士

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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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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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刘　静 女 １９６９．１０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７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
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 男 １９４６．０６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特聘

外籍研究员

２０１７．０３离开

８ 赵国泽 男 １９４６．０８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特聘研究员

９ 闻学泽 男 １９５４．１１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地貌与

第四纪地质
硕士 特聘研究员

１０ 冉勇康 男 １９５５．０５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地震地质 博士 特聘研究员

１１ 刘力强 男 １９５６．０７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特聘研究员

１２ 杨晓松 男 １９５９．０５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１３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岩石力学 博士

１４ 汤　吉 男 １９６３．０３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１５ 王　萍 女 １９６４．０３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１６ 甘卫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８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震地质 博士

１７ 王　敏 女 １９６４．１０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大地测量 博士

１８ 郝重涛 女 １９６５．１０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１９ 屈春燕 女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构造地质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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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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尹功明 男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２１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２ 尹金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３ 周永胜 男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２４ 陈九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３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５ 詹　艳 女 １９６９．１２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６ 郑德文 男 １９７１．１０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７ 陈小斌 男 １９７２．０７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８ 蒋汉朝 男 １９７３．０３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２９ 肖骑彬 男 １９７４．０７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构造地质 博士

３０ 孙建宝 男 １９７５．０７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１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地学信息工程 博士

３２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０８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球化学 博士

３３ 刘培洵 男 １９６３．０９ 副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学士

３４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高工 地球物理 其他

３５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３６ 陶　玮 女 １９７１．１１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７ 王立凤 女 １９７３．０３ 高工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硕士

３８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副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９ 王凯英 女 １９７６．０１ 副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４０ 陈顺云 男 １９７６．０３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４１ 王丽凤 女 １９７６．０５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４２ 刘进峰 男 １９７７．０８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４３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构造地质 博士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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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 宋小刚 男 １９７９．０６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摄影测量与遥感 博士

４５ 王伟涛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 博士

４６ 张克亮 男 １９８１．０３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动力学 博士

４７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０５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４８ 韩　非 男 １９８１．１１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与

考古年代学
博士

４９ 马　严 女 １９８２．０２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物理化学 博士

５０ 胡　钢 男 １９８２．０６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自然地理 博士 ２０１７．０７来室

５１ 覃金堂 男 １９８３．０２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５２ 刘彩彩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古地磁 博士

５３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高工 植物学 硕士

５４ 龚文瑜 女 １９８４．１０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５５ 苗社强 男 １９８４．１２ 副研 构造物理学
矿物学、

岩石学、矿床学
博士 ２０１７．１１来室

５６ 段庆宝 男 １９８６．０３ 副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０１７．１１来室

５７ 姚　路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固体地球物理 博士

５８ 毕海芸 女 １９８８．１２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图学与

地理信息系统
博士

５９ 李建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３ 工程师 第四纪地质 其他 ２０１７．０４退休

６０ 王继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３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遥感地质 学士

６１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工程师 电子技术 其他

６２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６３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工程力学 博士

６４ 刘云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９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６５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工程师 地球物理 硕士 实验室秘书

６６ 李　昱 女 １９８１．０２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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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工程师
机械工程

及自动化
学士

６８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助研 构造地质 硕士

６９ 汲云涛 男 １９８２．０３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７０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０４ 工程师 构造地质 博士

７１ 梁诗明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７２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工程师 构造地质 硕士

７３ 尹昕忠 男 １９８３．０５ 工程师 地球物理 硕士

７４ 王　英 女 １９８４．０６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球化学 博士

７５ 董泽义 男 １９８４．０７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７６ 武　颖 女 １９８５．０１ 工程师 仪器科学与技术 硕士

７７ 齐文博 男 １９８５．０９ 工程师 机械工程 硕士

７８ 张　雷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助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７９ 王　恒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８０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工程师 地球化学 硕士

８１ 卓燕群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８２ 张金玉 女 １９８６．１２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 博士

８３ 焦中虎 男 １９８７．０２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理信息系统

与地图学
博士

８４ 俞晶星 男 １９８７．１２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８５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工程师 地球物理 硕士

８６ 马　玺 男 １９８９．０１ 工程师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新增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孙建宝，男，１９７５年出生，博士，研究员。１９９７年毕业于华

东地质学院，获应用地球物理专业学士学位；２００２年毕业于中

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构造地质学硕士学位；２００５年毕业于

北京师范大学，获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博士学位。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年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展博士后工作；２００８年至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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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赴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地震实验室交流访问。主要研究方向为：（１）ＩｎＳＡＲ卫星大地测量技术在

活动构造及地震科学研究中的应用；（２）光学遥感形变信息提取技术及应用；（３）

ＩｎＳＡＲ＋ＧＰＳ形变数据反演壳幔流变属性、震间断层闭锁和应变积累等。近期开展形

变信息与大地电磁 （ＭＴ）信息的联合反演分析。

已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级科研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

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２０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２０篇，包括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等知名期刊。

３、在站博士后和在学研究生

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　业 导师 备　注

１ 博士后 赵扬锋 男 １９７９．０３ 工程力学 刘力强

２ 博士后 沙　茜 女 １９８３．０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３ 博士后 贾宝新 男 １９７８．０８ 构造物理学 刘力强

４ 博士后 阮　帅 男 １９８３．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５ 博士后 田晓峰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培震

６ 博士后 赵盼盼 男 １９８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７ 博士后 葛玉魁 男 １９８６．０６ 构造地貌学 刘　静

８ 博士后 路　珍 女 １９８７．０９ 构造地质学 马胜利

９ 博士后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０ 博士后 徐克科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甘卫军

１１ 博士后 张　玲 女 １９８６．０４ 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２ 博士后 朱传华 男 １９８９．０１ 地质学 郑德文

１３ 博士后 王一舟 男 １９８９．０９ 构造地貌学 单新建

１４ 博士生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实验室在职

１５ 博士生 包林海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１６ 博士生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实验室在职

１７ 博士生 丁晓光 男 １９８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８ 博士生 邵延秀 男 １９８４．１１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１９ 博士生 陈进宇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２０ 博士生 邓　琰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２１ 博士生 温少妍 女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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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　业 导师 备　注

２２ 博士生 袁兆德 男 １９８６．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２３ 博士生 苏利娜 女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４ 博士生 李跃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２５ 博士生 王　躲 男 １９８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２６ 博士生 王　伟 男 １９８９．０２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２７ 博士生 尹昕忠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实验室在职

２８ 博士生 赵凌强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２９ 博士生 钟美娇 女 １９８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３０ 博士生 朱成林 男 １９８４．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１ 博士生 黄　铿 男 １９７９．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联合培养

３２ 博士生 李又娟 女 １９８８．０３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３３ 博士生 丁　锐 男 １９８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３４ 博士生 许建红 男 １９８３．０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３５ 博士生 王阅兵 男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６ 博士生 姚文倩 女 １９８５．０７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３７ 博士生 张永奇 男 １９８５．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３８ 博士生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地球化学 郑德文 实验室在职

３９ 博士生 范　晔 女 １９８７．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４０ 博士生 崔腾发 男 １９８７．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４１ 博士生 田　平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４２ 博士生 商咏梅 女 １９８９．１０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４３ 博士生 姜　峰 男 １９９１．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４４ 博士生 刘　琦 男 １９８５．１１ 构造地质学 闻学泽

４５ 博士生 成里宁 男 １９９１．０５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４６ 博士生 孙翔宇 男 １９９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４７ 博士生 陈一方 男 １９９１．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４８ 博士生 黄元敏 男 １９８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４９ 博士生 李彦川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０ 博士生 李长军 男 １９９０．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５１ 博士生 林玲玲 女 １９８２．０３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５２ 博士生 刘钟尹 男 １９９０．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５３ 博士生 牛　露 女 １９９０．０４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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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博士生 王慧颖 女 １９９１．０５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５５ 博士生 闫　伟 男 １９８２．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５６ 博士生 罗　明 男 １９８９．０９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５７ 博士生 陶亚玲 女 １９８８．１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５８ 博士生 徐　晶 女 １９８７．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５９ 博士生 张迎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６０ 博士生 熊小慧 女 １９８９．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６１ 博士生 刘　洋 男 １９９１．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６２ 博士生 时　伟 男 １９８９．１０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６３ 博士生 秦旭平 男 １９９１．１２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６４ 博士生 李　媛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６５ 博士生 王志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６６ 博士生 王必任 男 １９８５．０６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６７ 博士生 杨劲松 男 １９８７．０６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６８ 博士生 李雪梅 女 １９８８．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６９ 博士生 王　博 男 １９８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７０ 博士生 赵德政 男 １９９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７１ 博士生 李朝鹏 男 １９９３．０５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７２ 博士生 李明佳 男 １９９２．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联合培养

７３ 硕士生 喻　国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彬

７４ 硕士生 马林飞 男 １９９０．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陶　玮

７５ 硕士生 李晓慧 女 １９９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７６ 硕士生 陈　勇 男 １９９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７７ 硕士生 肖　霖 男 １９９１．１２ 构造地质学 王伟涛

７８ 硕士生 张　姝 女 １９９２．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７９ 硕士生 戴文浩 男 １９９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８０ 硕士生 李文朋 男 １９９２．１２ 第四纪地质学 刘春茹

８１ 硕士生 艾　明 男 １９９３．０２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８２ 硕士生 赵由佳 女 １９９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８３ 硕士生 韩龙飞 男 １９９４．０１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８４ 硕士生 刘　奇 男 １９９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８５ 硕士生 刘雁江 男 １９９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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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硕士生 乔　鑫 男 １９９２．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８７ 硕士生 徐心悦 女 １９９３．０９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８８ 硕士生 杨海明 男 １９９１．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８９ 硕士生 张明洋 男 １９９０．０２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９０ 硕士生 支　明 男 １９９４．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９１ 硕士生 李晓姝 女 １９９５．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郭　飚

９２ 硕士生 邓金花 女 １９９５．０２ 第四纪地质学 韩　非

９３ 硕士生 简慧子 女 １９９４．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丽凤

９４ 硕士生 刘　康 男 １９９５．１２ 构造地质学 王伟涛

９５ 硕士生 李　满 男 １９９４．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彬

９６ 硕士生 宋　刚 男 １９９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９７ 硕士生 黄自成 男 １９９５．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９８ 硕士生 马字发 男 １９９２．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９９ 硕士生 雷蕙如 女 １９９５．０３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１００ 硕士生 韩娜娜 女 １９９１．０１ 测绘科学与技术 宋小刚 联合培养

１０１ 硕士生 魏传义 男 １９９２．０３ 第四纪地质学 刘春茹 联合培养

１０２ 硕士生 崔富荣 女 １９９１．１１ 地质工程 刘进峰 联合培养

１０３ 硕士生 郝宇琦 女 １９９３．０６ 灾害地质学 张会平 联合培养

１０４ 硕士生 张斯琪 男 １９９４．０１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联合培养

１０５ 硕士生 伍纪元 男 １９９２．０８ 矿床学、矿物学、岩石学 覃金堂 联合培养

１０６ 硕士生 童康益 男 １９９２．０５ 地质工程 王萍 联合培养

１０７ 硕士生 尹　昊 男 １９９３．０６ 测绘科学及技术 单新建 联合培养

１０８ 硕士生 刘晓东 男 １９９４．０２ 测绘工程 屈春燕 联合培养

４、出站博士后和毕业研究生

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　业 导师 备　注

１ 博士后 苗社强 男 １９８５．０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２ 博士后 段庆宝 男 １９８６．０３ 构造地质学 马胜利

３ 博士生 孙　珂 男 １９８１．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４ 博士生 李世念 男 １９８８．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５ 博士生 宋春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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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　业 导师 备　注

６ 博士生 钟　宁 男 １９８６．０３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７ 博士生 李新男 男 １９８７．０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８ 博士生 王一舟 男 １９８９．０９ 构造地质学 郑德文

９ 博士生 刘晓霞 女 １９８５．０４ 构造地质学 闻学泽

１０ 硕士生 韩明明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１１ 硕士生 高　翔 男 １９９２．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郭　飚

１２ 硕士生 焦　裕 男 １９９１．０７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１３ 硕士生 李晓峰 男 １９９１．０６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１４ 硕士生 李雪梅 女 １９８８．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１５ 硕士生 王浩然 男 １９９０．０２ 第四纪地质学 陈　杰

１６ 硕士生 刘　洋 男 １９９１．０５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１７ 硕士生 王志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１８ 硕士生 张广利 男 １９９２．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１９ 硕士生 郑博文 男 １９９１．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０ 硕士生 张迎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０ 测绘科学与技术 张国宏 联合培养

２１ 硕士生 姜　芋 男 １９９１．０９ 测绘科学与技术 单新建 联合培养

２２ 硕士生 马　振 男 １９９０．０５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联合培养

２３ 硕士生 彭小平 男 １９９０．１０ 地质工程 蒋汉朝 联合培养

２４ 硕士生 张博
"

男 １９９２．０２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联合培养

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称
学委会

职务
专业 工作单位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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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３ 周力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８ 教　授 副主任 第四纪地质及年代学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系

４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院士）
委员 构造地质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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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称
学委会

职务
专业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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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李海兵 男 １９６６．１０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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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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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马胜利 男 １９６０．０３ 研究员 委员 构造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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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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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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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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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金断裂中段百

年－千年尺度古地
震事件的释光年代

学研究

４１３０２１４０ 覃金堂
李　涛，杨会丽，
Ｒａｍｏｎ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

基于 ＥＳＲ测年的泥
河湾早更新世遗址

和地层年代序列研

究

４１３７２１７８ 刘春茹
李建平，宋为娟，

王　躲，王一舟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

地震断层输运特性

及愈合作用的实验

研究：以汶川地震

断裂带为例

４１３７２２０２ 杨晓松

姚文明，陈建业，

汲云涛，段庆宝，

ＴｅｎｇＦｏｎｇＷｏｎｇ，
陈进宇，杨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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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４

巨型裂点形成与河

谷演化的沉积学证

据———以东喜马拉

雅构造结雅鲁藏布

江大拐弯为例

４１３７２２１１ 王　萍 刘　静，李翠平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

阿拉善地块南缘构

造活动及其对青藏

高原向北东扩展的

响应

４１３７２２２０ 郑文俊

任治坤，俞晶星，

董绍鹏，王一舟，

万景林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

南北地震带北段地

壳形变场时空演化

特征及断层相互作

用研究

４１３７４０１５ 屈春燕

宋小刚，张国宏，

张桂芳，高祥林，

徐小波，庾　露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

汶川地震同震过冲

及其震后恢复过程

研究———基于形变

观测和力学模型分

析

４１３７４０４０ 孙建宝

陶　玮，冉洪流，
贺鹏超，郑　茜，
刘绍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
地面台网和卫星观

测电磁数据处理与

挖掘技术研究

４１３７４０７７ 赵国泽

汤　吉，肖骑彬，
王立凤，毕亚新，

韩　冰，蔡军涛，
程远志，卓贤军，

赵凌强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９
龙门山地区及其断

裂带系统形变模拟

研究

４１３７４１０３ 陶　玮 孙建宝，张　永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０
大陆下地壳麻粒岩

高温流变实验研究
４１３７４１８４ 周永胜

党嘉祥，姚文明，

沙　茜，缪阿丽，
张豫宏，张慧婷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１

汶川地震断层岩在

孔隙水压条件下的

中－高速摩擦性质
研究

４１４０４１４３ 姚　路 马胜利，包林海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２

富层状硅酸盐糜棱

岩在水热条件下的

摩擦滑动特性及地

震成核条件

４１４０４１４４ 张　雷 姚胜楠，刘　洋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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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１３

似三联点变形规律

的物理模拟———以

鲜水河－龙门山－安
宁河为例

４１４０４１４５ 汲云涛
齐文博，刘冠中，

卓燕群，李世念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４
岩石暴露年龄的光

释光测年方法探索
４１４７２１６１ 刘进峰 尹金辉，罗　明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５
龙门山断裂带晚第

四纪大地震复发行

为研究

４１４７２１７９ 冉勇康

尹金辉，杨会丽，

王　虎，李彦宝，
徐良鑫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６
斜列断裂在小江断

裂带内应变分配中

的作用

４１４７２２０１ 任治坤 张竹琪，郑勇刚，

闫首良，俞晶星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７
阿尔金断裂带东段

构造抬升与青藏高

原北缘扩展

４１４７２２０３ 郑荣章

陈桂华，安艳芬，

谭锡斌，孙鑫?，

李　康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８
于田 ３次强震的断
层相互作用及应力

触发机制研究

４１４７４０１３ 张国宏

刘云华，张桂芳，

王家庆，温少妍，

庾　露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９

太平洋板块俯冲与

大地震对中国东北

和华北地区构造应

力场的影响

４１４７４０２８ 王　敏
陶　玮，王阎昭，
王克林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０

沉积磁组构对青藏

高原东北缘地区新

生代构造应力场的

响应

４１４７４０５３ 刘彩彩

徐红艳，庞建章，

梁莲姬，俞晶星，

王一舟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１
东昆仑断裂带中东

段分段深部电性结

构及其活动性研究

４１４７４０５７ 詹　艳
董泽义，李陈侠，

赵凌强，杨　皓，
孙翔宇，李松林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２

海原断裂带 “天祝

地震空区”断裂浅

层蠕滑精细特征的

ＧＰＳ观测研究

４１４７４０９０ 甘卫军

张克亮，梁诗明，

李彦宝，丁晓光，

苏利娜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３
断层成核与失稳过

程热场演化的实验

研究

４１４７４１６２ 陈顺云

马　瑾，王凯英，
扈小燕，齐文博，

任雅琼，李世念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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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东西构造结的碰撞

变形过程研究及大

陆俯冲机制研究

４１４９０６１５ 丁　林

甘卫军，梁诗明，

张克亮，张永奇，

李长军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５

青藏高原北部边界

阿尔金－海原断裂
带变形特征及其机

制研究

４１４６１１６４００２ 单新建

屈春燕，甘卫军，

宋小刚，张国宏，

刘云华，张桂芳，

梁诗明，曾琪明，

苏　哲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２６

青藏高原东北缘新

生代构造变形几何

结构、运动图像完

善与演化过程恢复

４１５９０８６１ 郑文俊

郑德文，单新建，

张会平，王伟涛，

任治坤，刘彩彩，

王庆良，李传友，

张竹琪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２７
东北缘壳幔结构宽

频带地震台阵高分

辨率地球物理探测

４１５９０８６２ 陈九辉

刘启元，郝重涛，

郭　飚，李顺成，
李　昱，尹昕忠，
赵盼盼，齐少华，

陈一方，陈　勇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２８
龙门山南段晚新生

代地壳缩短变形定

量研究

４１５０２１８７ 李志刚
韩　非，王　伟，
钟　宁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９

青藏高原东南缘三

江地区瞬时地貌与

河流下切速率的时

空分布样式

４１５０２１８８ 张金玉 钟　宁，唐茂云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０
南极格罗夫山陨石

的宇宙暴露年龄及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年龄研究

４１５０３０６４ 王　英 李又娟，王一舟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１

华北克拉通典型岩

石热导率实验与岩

石圈热结构和流变

结构研究

４１５０４０７２ 苗社强
党嘉祥，姚文明，

张慧婷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２
地震前准动态失稳

形成的动力条件和

过程

４１５７２１８１ 马　瑾

陈顺云，郭彦双，

汲云涛，卓燕群，

任雅琼，宋春燕，

李世念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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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就地 （ｉｎｓｉｔｕ）宇
宙 成 因 碳 十 四

（
１４Ｃ）法研究基岩
区古地震———以狼

山山前断裂为例

４１５７２１９６ 尹金辉
刘进峰，杨　雪，
郑勇刚，丁杏芳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４
湖北习家店古新世

河湖相沉积记录的

高热事件研究

４１５７２３４６ 蒋汉朝
徐红艳，梁莲姬，

李艳豪，刘浪涛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５
青藏高原东北缘壳

幔速度结构伴随层

析成像研究

４１５７４０４５ 郭　飚
刘沁雅，齐少华，

高　翔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６
非均匀地中低频电

磁辐射源探测与反

演定位

４１５７４０６４ 胡文宝 韩　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７

郯庐断裂带临沂－
广济段岩石圈电性

结构及其动力学意

义研究

４１５７４０６６ 陈小斌

王志才，蔡军涛，

王立凤，韩　冰，
董泽义，郭春玲，

姜　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８

ＬｉＤＡＲ技术与 ＳｆＭ
摄影测量方法对比

及其在活动构造定

量研究中的应用

４１６０２２２４ 毕海芸
俞晶星，李新男，

艾　明，刘金瑞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９
实验研究流体在地

震断裂带愈合过程

中的作用

４１６０２２２７ 段庆宝
成里宁，韩明明，

商咏梅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０

祁连山南北缘晚新

生代孢粉记录对比

及其对构造－气候
变化的响应

４１６０２３５８ 徐红艳 钟　宁，彭小平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１
基于 ＬＡＩＣＰＭＳ设
备的裂变径迹测年

实验方法研究

４１６０３０５４ 庞建章
武　颖，李朝鹏，
陈　干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２

宽幅干涉数据电离

层效应改正及对地

震构造参数反演影

响的研究

４１６０４００８ 龚文瑜
张桂芳，刘云华，

姜　芋，张迎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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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４３

内蒙古中部索伦缝

合带及邻区的地壳

－上地幔三维电性
结构研究

４１６０４０６５ 董泽义
陈小斌，蔡军涛，

程远志，姜　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４
钾长石半脆性－塑
性流变实验研究

４１６０４０７２ 党嘉祥
姚文明，焦　裕，
戴文浩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５

喜马拉雅东构造结

现今三维地壳形变

与构造运动的 ＧＰＳ
观测研究

４１６０４０７８ 梁诗明
张克亮，刘绍卓，

李彦宝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６ 构造地貌学 ４１６２２２０４ 张会平
郑德文，王伟涛，

庞建章，任治坤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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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
基于释光年代约束

的北天山金钩河河

道演化历史

４１６７１００８ 覃金堂

张金玉，李盛华，

李跃华，王浩然，

邹俊杰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９

青藏高原岩石圈各

向异性的动力学内

涵及成因约束：来

自组构分析－原位
弹性波测量－流变
学实验研究的启示

４１６７２１９７ 杨晓松

姚文明，段庆宝，

苗社强，杨　，
陈进宇，商咏梅，

成里宁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０

红河断裂带三维运

动学和动力学模型

构建及其强震危险

性分析

４１６７４０６７ 王丽凤

闻学泽，马胜利，

刘　杰，翟璐媛，
王志伟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１
川滇地区极低频电

磁场分布特征及异

常信息分析研究

４１６７４０８１ 汤　吉
王立凤，韩　冰，
阮　帅，程远志，
邓　琰，李建凯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２
克拉通破坏与陆地

生物演化
４１６８８１０３ 周忠和 郑德文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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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５３
鄂尔多斯西南缘的

构造活动与地震危

险性评估

４１６６１１３４０１１ 张培震

甘卫军，郑文俊，

王伟涛，任治坤，

李传友，张竹琪，

袁道阳，冯希杰，

雷启云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５４
中国综合地球物理

场观测———大华北

地区

２０１５０８００９ 王庆良

甘卫军，张克亮，

梁诗明，李彦宝，

丁晓光，苏利娜，

朱成林，肖根如，

陈为涛，刘俊清，

常金龙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国家公益性

行业科研

专项

５５
地球深部流体在地

震孕育发生过程中

的作用研究

２０１５０８０１８ 杨晓松

周永胜，何昌荣，

陈建业，张　雷，
姚　路，党嘉祥，
姚文明，段庆宝，

陈进宇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国家公益性

行业科研

专项

５６
南迦巴瓦地区水电

工程地震安全性评

价关键技术研究

２０１５０８０２４ 周本刚 王　萍，尹功明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国家公益性

行业科研

专项

５７
青藏高原深部过程

与碰撞造山成矿作

用

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６００３１０ 张泽明 刘　静，张金玉，
王　鹏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５８
中国大陆多手段垂

直形变数据处理与

信息获取

２０１５ＦＹ２１０４０４ 罗三明

单新建，张国宏，

宋小刚，刘云华，

张桂芳，李彦川，

姜　宇，张迎峰，
左荣虎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科技部

基础性

工作专项

５９
“万人计划”青年

拔尖人才

组厅字

［２０１５］４８号
张会平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省部级项目

６０
“万人计划”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
２０６９９９９ 刘　静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省部级项目

６１
四川长宁地震窗注

水影响和机理研究
２０１６ＣＥＳＥ０１０１ 周龙泉

詹　艳，孙翔宇，
杨　皓，李大虎，
冉志杰，赵凌强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省部级项目

６２
龙门山山前彭州断

裂带第四纪褶皱变

形定量研究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０７９ 李志刚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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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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
青藏高原东缘龙门

山边界晚新生代斜

向逆冲作用

２０１６Ｔ９０１２１ 李志刚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６４
从板块边界到断裂

的动力加载
２０１７ＣＥＳＥ０１０２ 刘　静

张金玉，王　鹏，
王　恒，袁兆德，
邵延秀，王　伟，
姚文倩，徐　晶，
秦旭平，徐心悦，

韩龙飞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省部级项目

６５
川藏铁路横断山区

工程地质关键技术

研究及工程应用

２０１７Ｇ００８－Ｆ 蒋良文 陈顺云，甘卫军，

陈立春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６６
红河断裂带现今应

变积累特征及变形

机制研究

２０１７Ｍ６１０９５４ 徐克科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６７
地震地质与地震动

力学分中心运维与

数据更新

ＸＪＧＸ２０１７０２０４ 刘云华
屈春燕，刘云华，

庾　露，刘岸明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省部级项目

６８
极低频天然源电磁

场背景变化规律的

提取 ２０１７
ＪＨ１７１１ 韩　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省部级项目

６９
尼泊尔地震藏区临

时站 点 数 据 采 集

２０１７
ＪＨ１７１２ 刘　静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省部级项目

７０

热红外异常自动提

取技术实用化与川

滇地 区 应 用 实 践

２０１７

ＪＨ１７１９ 单新建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省部级项目

７１
探槽探测技术标准

编制 ２０１７
ＪＨ１７３１ 冉勇康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省部级项目

７２
防震减灾重要政策

研究 ２０１７
ＪＨ１７５０ 马胜利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省部级项目

７３
防 震 减 灾 规 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实施 ２０１７

ＪＨ１７５１ 马胜利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省部级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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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７４ 九寨沟地震专题 ＪＨ１７６０ 徐锡伟

屈春燕，孙建宝，

张国宏，詹　艳，
陈小斌，汤　吉，
李明佳，刘晓东，

乔　鑫，张迎峰，
赵德政，许　冲，
陈立春，任治坤，

崔腾发，孙翔宇，

赵凌强，李彦宝，

张竹琪，谭锡斌，

许　冲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省部级项目

７５
青藏高原东北缘新

生代陆内变形与远

程效应

ＸＤＢ０３０２０２００
张培震，

付碧宏

尹功明，郑德文，

张会平，刘春茹，

徐红艳，郑文俊，

任治坤，王伟涛，

刘彩彩，庞建章，

董绍鹏，陈　涛，
雷启云，余中元，

俞晶星，王一舟，

葛伟鹏，邵延秀，

李又娟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中国科学院

战略性先导

科技专项

　　注：带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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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市淡水－多祝断裂活动性探测及其
地震危险性评价———控制性钻孔探测

与第四纪地层剖面的建立

王　萍 广东省工程防震研究院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２

西江断裂带 （珠海－江门段）地震活
动性、危险性评价以及对规划建设的

影响研究———标准钻孔探测与晚第四

纪地层剖面的建立

王　萍 广东省工程防震研究院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３
面向 ＧＦ－５热红外数据城市地表温度
反演的城市像元天空可视因子计算与

软件开发

焦中虎 北京大学 ２０１７～２０１７

４
新疆下坂地水利枢纽工程地震安评复

核
陈　杰

新疆下板地水利

枢纽工程建设管理局
２０１７～２０１７

５ 某工程大地电磁物探数据三维反演 陈小斌 火箭军工程设计研究院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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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６
惠州市城市活断层 （惠州断裂）探测

与地震危险性评价项目———控制性钻

孔探测与第四纪地层剖面建立

王　萍 广东省工程防震研究所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７
兴平市活断层探测目标区第四系地层

剖面建立专题
尹金辉 陕西省地震局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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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地震构造带和西秦岭交会区三维深部结

构及强震孕震环境
詹　艳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２
青藏高原地壳上地幔多尺度速度和密度联合

成像研究
郭　飚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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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４ 汶川地震震源动力学破裂过程模拟研究 张国宏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５ 阿尔金断裂丛集性破裂事件的古地震研究 刘　静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６
老龙湾地区晚新生代以来构造变形样式及其

演化过程
任治坤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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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８ 断层裂隙碳酸盐填充物铀系测年研究 韩　非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９ 岩石高速摩擦实验系统的改进及其应用 马胜利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１０
丽江－小金河断裂带及其邻区深部电性结构探
测研究

陈小斌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１１
红河断裂带中段构造动力学特征与大地震危

险背景研究
闻学泽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１２
基于多轨道长条带时序 ＩｎＳＡＲ技术的巴颜喀
拉地块中东部地壳形变时空演化与强震关系

的研究

屈春燕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１３
华北克拉通岩石圈典型岩石的热导率实验与

岩石圈流变结构精细研究
周永胜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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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类型 起止时间

１４
荒僻地区连续 ＧＰＳ站长期运行的优化技术试
验研究

甘卫军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１５ 丽江－小金河断裂新生代以来运动演化研究 尹功明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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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１７ 东昆仑－柴达木盆地过渡带深部电性结构研究 肖骑彬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１８ 活动隐伏逆断裂研究方法初探 陈　杰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１９ 青藏高原岩石圈各向异性的动力学内涵 杨晓松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２０
根据长期地表形变观测构建空间不均一的断

层摩擦属性
王丽凤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２１
脉冲激发释光技术在构造活跃区石英释光测

年中的应用
覃金堂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２２
石英 ＥＳＲ法在河流沉积物源示踪中的探讨及
应用

刘春茹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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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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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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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２６ 柴达木盆地北缘构造变形与祁连山隆升历史 王伟涛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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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四、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１、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１）ＡｎＣｈａｏ，ＹｕｅＨａｎ，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ＭｅｎｇＬｉｎｇｓｅｎ，ＢｅｚＪｕａｎＣａｒｌｏｓ，２０１７，Ｔｈｅ

２０１５ＭＷ８３Ｉｌｌａｐｅｌ，Ｃｈｉｌ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ｖｅｒｓｅｄａｌｏｎｇｄｉｐｒｕｐ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ｌｏｃａｌ

ｉｚｅ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ｖｅｒ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０７（５）：

２４１６—２４２６．

２）ＡｏＨｏ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ＲｏｂｅｒｔｓＡｎｄｒｅｗＰ．，Ｚ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Ｘｕ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７，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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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ｄａｔｅｄａｇｅｆｏｒｔｈｅＸｕｊｉａｙａｏｈｏｍｉｎｉ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ｉｈｅｗａｎ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Ｍｉｄｄｌ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ｈｕｍ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０６：

５４—６５．

３）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Ｓｈａｏ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ＨａｎＦｅｉ，ＳｕｎＸｕｅｆｅｎｇ，ＶｏｉｎｃｈｅｔＰｉｅｒｒｅ，

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Ｆａｌｇｕｅｒｅ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２０１７，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ＳＲｅｔＥＳＲ／

Ｕｓｅｒｉ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ｔｈ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ｓｏｍ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ｓｉｔ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１２１

（３）：２１５—２３３．

４）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２０１７，

Ｕｓｉｎｇａｎｕｎｍａｎｎｅｄａｅｒｉａｌｖｅｈｉｃｌｅｆｏｒ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ｍｏｔｉｏｎ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３８（８－１０）：

２４９５—２５１０．

５）毕海芸，郑文俊，曾江源，俞晶星，任治坤，２０１７，ＳｆＭ摄影测量方法在活动

构造定量研究中的应用，地震地质，３９（４）：６５６—６７４．

６）ＢｏｒｎｙａｋｏｖＳ．Ａ．，ＭａＪｉｎ，ＭｉｒｏｓｈｎｉｃｈｅｎｋｏＡ．Ｉ．，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ＳａｌｋｏＤ．Ｖ．，

ＺｕｅｖＦ．Ｌ．，２０１７，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ｅｔａｉｎｓｔａｂｌ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ｌｌｙ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８（４）：９８９—９９８．

７）ＢｏｕｌｔｏｎＣａｒｏｌｙｎ，ＹａｏＬｕ，ＦａｕｌｋｎｅｒＤａｎｉｅｌＲ．，ＴｏｗｎｅｎｄＪｏｈｎ，Ｔｏｙ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Ｇ．，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Ｒｕｐｅｒｔ，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２０１７，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ｌｐｉｎｅ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９７：７１—９２．

８）ＢｕｆｅＡａｒｏｎ，ＢｅｋａｅｒｔＤａｖｉｄＰ．Ｓ．，ＨｕｓｓａｉｎＥｋｂａｌ，ＢｏｏｋｈａｇｅｎＢｏｄｏ，Ｂｕｒｂａｎｋ

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ｏｂ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Ａ．，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Ｔａｏ，ＬｉｕＬａｎｇｔａｏ，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

２０１７，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ｒｏｃｋｕｐｌｉｆｔｒａｔｅｓｏｆｆｏｌｄ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ａｎｄ

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ｆｒｏｍ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ｄａｔａ，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４（２１）：

１０９７７—１０９８７．

９）ＢｕｆｅＡａｒｏｎ，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ＬｉｕＬａｎｇｔａｏ，ＢｏｏｋｈａｇｅｎＢｏｄｏ，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

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Ｔａｏ，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ｏｂ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Ａ．，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２０１７，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ｂｅｄ

ｒｏｃｋ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ｐｌｉｆｔｉｎｇｆｏｌｄ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Ｗ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１２２（１２）：２４３１—２４６７．

１０）ＢｕｉｊｚｅＬｏｅｓ，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éＲ．，ＨａｎＲａｅｈｅｅ，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ｐｉｅｒ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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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２０１７，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ｈａｌｉｔｅ（ｍｉｃａ）

ｇｏｕｇｅｓｆｒｏｍ ｌｏｗｔｏｈｉｇｈｓｌｉｄ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５８：

１０７—１１９．

１１）ＣａｉＪｕｎｔａｏ，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ＸｕＸｉｗｅｉ，ＴａｎｇＪｉ，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ＧｕｏＣｈｕｎｌｉｎｇ，

ＨａｎＢｉｎｇ，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２０１７，Ｒｕｐｔｕｒ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ＭＳ６５Ｌｕｄ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４（３）：１２７５—１２８５．

１２）蔡军涛，赵国泽，徐锡伟，２０１７，大地电磁局部畸变异常特征三维数值模拟

研究，ＣＴ理论与应用研究，２６（４）：３９１—４０２．

１３）陈干，郑文俊，王旭龙，张培震，熊建国，俞晶星，刘兴旺，毕海芸，刘金

瑞，艾明，２０１７，榆木山北缘断裂现今构造活动特征及其对青藏高原北东扩展的构造

地貌响应，地震地质，３９（５）：８７１—８８８．

１４）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Ｒ．，２０１７，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ａｇｏｕｇｅｆｉｌｌｅｄ

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ｆｏｒｉｔｓｓｌｉｐ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ａ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２（１２）：９６５８—９６８８．

１５）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éＲ．，ＦｏｋｋｅｒＰｅｔｅｒＡ．，２０１７，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

ｗａｔ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２（６）：４２３７—

４２７６．

１６）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Ｒ．，Ｓｐｉｅｒ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２０１７，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ｄｅ

ｒｉｖｅ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ｂ，ａｎｄＤ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２（１２）：９６２７—９６５７．

１７）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é，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２０１７，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ｌｕｉ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ｆｆｅｒ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ｉｓｅ，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４（５）：２１７７—２１８５．

１８）陈进宇，杨晓松，陈建业，２０１７，含碳结构对龙门山断层带电导率影响的实

验探索，地球物理学报，６０（９）：３４７５—３４９２．

１９）陈进宇，杨晓松，２０１７，地壳岩石矿物电导率实验研究进展，地球物理学进

展，３２（６）：２２８１—２２９４．

２０）陈为涛，甘卫军，肖根如，王阅兵，连尉平，梁诗明，张克亮，２０１７，２０１６年

青海门源 ＭＳ６４地震前的区域地壳形变特征，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７（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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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７—７８１．

２１）陈小斌，郭春玲，２０１７，大地电磁资料精细处理和二维反演解释技术研究

（五）———利用阻抗张量成像识别大地线性构造，地球物理学报，６０（２）：７６６—７７７．

２２）程远志，汤吉，蔡军涛，陈小斌，董泽义，汪利波，２０１７，青藏高原东缘川滇

构造区深部电性结构特征，地球物理学报，６０（６）：２４２５—２４４１．

２３）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ＲｙｂａｃｋｉＥｒｉｋ，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ＤｒｅｓｅｎＧｅｏｒｇ，

２０１７，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ｂｒｉｔｔｌｅｐｌａｓ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ｎｉｔ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３９：３０—３９．

２４）Ｄａｒｒｏｗ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Ｍ．，ＤａａｎｅｎＲｏｎａｌｄＰ．，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２０１７，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ａ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ｉｎ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Ｃｏｌ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４３：９３—１０４．

２５）丁超，冯光财，周玉杉，王会强，杜亚男，陈晨月，２０１７，尼泊尔地震触发滑

坡识别和雪崩形变分析，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４３（６）：８４７—８５３，９５０．

２６）ＤｕａｎＱｉｎｇｂａｏ，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２０１７，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

ｌｏｗ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ｏｎｔｈｅＹｉｎｇｘｉｕ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ｌｕｉ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ａｕｌｔｓｅａｌｉｎｇ，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ｅａｋｅ

ｎ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２１：１２３—１４２．

２７） ＧａｏＬ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ｙｕ，ＴｏｎｇＹａｂｏ，ＷａｎｇＨｅｎｇ，ＡｎＣｈｕｎｚｈｉ，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ｆｅｎｇ，２０１７，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ｕａｎＤｉａｎ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ｎｅｗ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１１２：４６—５７．

２８）高帅坡，冉勇康，吴富，徐良鑫，王虎，梁明剑，２０１７，利用无人机摄影测

量技术提取复杂冲积扇面构造活动信息———以新疆巴里坤盆地南缘冲积扇面为例，

地震地质，３９（４）：７９３—８０４．

２９）ＧｕａｌａｎｄｉＡｄｒｉａｎｏ，ＡｖｏｕａｃＪｅａ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ＧａｌｅｔｚｋａＪｏｈｎ，ＧｅｎｒｉｃｈＪｏａｃｈｉｍＦ．，

Ｂｌｅｗｉｔｔ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ＡｄｈｉｋａｒｉＬｏｋＢｉｊａｙａ，ＫｏｉｒａｌａＢｈａｒａｔＰｒａｓａｄ，ＧｕｐｔａＲａｔｎａｍａｎｉ，Ｕｐｒｅｔｉ

ＢｉｓｈａｌＮａｔｈ，ＰｒａｔｔＳｉｔａｕｌａＢｅｔｈ，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２０１７，Ｐｒ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２０１５，ＭＷ７８Ｇｏｒｋｈ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Ｎｅｐ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１４：９０—１０６．

３０）ＧｕｏＹｉｎｇ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Ｄｕｏｊｕｎ，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ｕＺａｉｙａｎｇ，ＹｕＹｉｎｇｊｉｅ，Ｌｉ

Ｄａｎ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ｎｉｎｇ，ＺｈｕＡｉｙｕ，２０１７，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ｗ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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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６０（８）：１５２２—１５３２．

３１）ＨａｎＦｅｉ，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Ｂｏｄａ?ｒｉｃ，ＨｏｕＹａｍｅｉ，Ｗｅｉ

Ｇｕａｎｇｂｉａｏ，ＨｕａｎｇＷａｎｂｏ，ＧａｒｃｉａＴｒｉｓｔａｎ，Ｓｈａｏ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ＨｅＣｕｎｄｉｎｇ，ＦａｌｇｕèｒｅｓＣｈｒｉｓ

ｔｏｐｈｅ，ＶｏｉｎｃｈｅｔＰｉｅｒｒｅ，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２０１７，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ｏｍｉｎｉ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ｕｒａｎｉｕｍｓｅｒｉｅｓ（ＥＳＲ／Ｕ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ｉｎｇｏｆ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ｆｏｓｓｉｌｔｅｅｔｈ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ｇｕｐｏｃａｖ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４３４（ＰａｒｔＡ）：７５—

８３．

３２）韩娜娜，单新建，宋小刚，２０１７，高空间分辨率数字高程模型测量技术及其

在活断层研究中的应用，地震学报，３９（３）：４３６—４５０，４５２．

３３）ＨｅｄｒｉｃｋＫａｔｈｒｙｎＡ．，ＯｗｅｎＬｅｗｉｓＡ．，ＣｈｅｎＪｉｅ，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Ａｌｅｘ，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

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ＩｍｒｅｃｋｅＤａｎｉｅｌＢ．，ＬｉＷｅｎｑｉａｏ，ＣａｆｆｅｅＭａｒｃＷ．，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

Ｍ．，ＺｈａｎｇＢｏｘｕａｎ，２０１７，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ｉｎ

ｔｅｒ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ａｓｉｎａｔ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ＷａｑｉａＶａｌｌｅｙ，Ｃｈｉ

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２８４：１５６—１７４．

３４）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ｇＹｉｆ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ａｗｅｎ，ＢｏｒａｎａＬａｌｉｔ，ＷａｎｇＲｕｉｆａｎ，２０１７，

ＮｅｗＬＧＦＢＧＢａｓ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ｔｅｄｓｏｉｌｎａｉｌｓ，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１７（８）：１—１２．

３５）ＨｕａｎｇＭｏｎｇｈａｎ，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ＥｒｉｃＪ．，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Ｈａｙｌｅｅ，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ＯｒｔｅｇａＪ．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ＦｒｅｅｄＡｎｄｒｅｗＭ．，Ｂｕ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２０１７，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０ＭＷ７２ＥｌＭａｙｏｒＣｕｃａｐａ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２（１）：６０７—６２１．

３６）贾宝新，贾志波，赵培，陈扬，２０１７，基于高密度台阵的小尺度区域微震定

位研究，岩土工程学报，３９（４）：７０５—７１２．

３７）贾宝新，温学伟，陈浩，刘家顺，孙敖，２０１７，强膨胀软岩巷道锚网喷架联

合支护技术研究，安全与环境学报，１７（３）：９１７—９２２．

３８）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ＷａｎＳｈｉｍｉｎｇ，ＭａＸｉａｏｌｉｎ，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ＺｈａｏＤｅｂｏ，２０１７，

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Ｓｉｋｏｕｚｉｆ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Ｎｉｎｇｘｉａ（Ｃｈｉ

ｎａ）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Ｎｅｏｇｅｎ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ｗｉｎｔｅｒ

ｍｏｎｓｏｏｎ，ＰＬＯＳＯＮＥ，１２（１０）：ｅ０１８６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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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ＬｉＹａｎｈａｏ，ＭａＸｉａｏｌｉｎ，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ＳｈｉＷｅｉ，

ＺｈａｎｇＳｉｑｉ，ＮｉｅＧａｏｚｈｏｎｇ，２０１７，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１３３－ｋａ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ｄｕｓｔ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７：１５６８６．

４０）姜芋，单新建，宋小刚，龚文瑜，王振杰，２０１７，ＩｎＳＡＲ大气误差改正及其

在活动断层形变监测中的应用，地震学报，３９（３）：３７４—３８５．

４１）亢豆，俞春泉，陈九辉，刘启元，宁杰远，２０１７，川滇地区地壳结构的虚拟

地表震源反射测深法研究，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５３（５）：８２５—８３２．

４２）ＫｏｕｋｅｔｓｕＹｕｉ，ＳｈｉｍｉｚｕＩｃｈｉｋｏ，ＷａｎｇＹｕ，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２０１７，Ｒａｍａ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ｅ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ａ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

ｓｈａｎ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ｒｏｃｋｓ，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６９９：１２９—１４５．

４３）雷启云，张培震，郑文俊，杜鹏，王伟涛，俞晶星，谢晓峰，２０１７，贺兰山西

麓断裂右旋走滑的地质地貌证据及其构造意义，地震地质，３９（６）：１２９７—１３１５．

４４）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ＳｕＪｉｎｒｏｎｇ，２０１７，Ｆａｕｌｔｖａｌｖｅｂｅｈａｖ

ｉｏｕｒａｎｄｅｐｉｓｏｄｉｃｇａｓｆｌｏｗｉｎｏ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ａｑｕｉｆｅｒ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２０１０ＭＳ５１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ｓｈａｌｌｏｗ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１７（１）：２—１２．

４５）李建凯，汤吉，２０１７，主成分分析法和局部互相关追踪法在地震电磁信号提

取与分析中的应用，地震地质，３９（３）：５１７—５３５．

４６）李霓，龚丽文，赵勇伟，樊祺诚，王佳龙，张传杰，２０１７，内蒙古达里诺尔火

山群火山地貌特征及火山岩岩石学特点，岩石学报，３３（１）：１３７—１４７．

４７）ＬｉＴ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ｅ，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ｏｂ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Ａ．，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２０１７，Ａｃ

ｔｉｖｅｆｌｅｘｕｒａｌ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ｅｘｅｒｔｅｄｂｙ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ｆｏｌｄ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２（１０）：８５３８—８５６５．

４８）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ＷｅｓｎｏｕｓｋｙＳｔｅｖ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

ｊｕｎ，ＰｉｅｒｃｅＩａｎＫ．Ｄ．，ＷａｎｇＸｕｇｕａｎｇ，２０１７，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ｏｆＮＥＴｉｂｅｔ，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４６：３０４—３１６．

４９）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ａｎｇ，ＰｉｅｒｃｅＩａｎＫ．Ｄ．，ＡｎｇｓｔｅｒＳｔｅｐｈｅｎＪ．，Ｗｅｓｎｏｕｓｋｙ

ＳｔｅｖｅｎＧ．，２０１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Ｏｌ

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Ｃａｒｓｏｎ，ａｎｄＷａｂｕｓｋａｌｉｎｅａ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ＷａｌｋｅｒＬａｎｅ，Ｇｅｏｓｐｈｅｒｅ，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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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９—２１３６．

５０）李雪梅，张会平，２０１７，河流瞬时地貌：特征、过程及其构造－气候相互作

用内涵，第四纪研究，３７（２）：４１６—４３０．

５１）李彦宝，甘卫军，王阅兵，陈为涛，张克亮，梁诗明，张永奇，２０１７，２０１６年

门源 ＭＳ６４强震的发震构造及其对 “天祝地震空区”的影响，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

学，３７（８）：７９２—７９６，８２９．

５２）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ＮｏｃｑｕｅｔＪｅａｎＭａｔｈｉｅｕ，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ＷａｎｇＣｈ

ｉ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７，Ｅｌａｓｔｉｃｂｌｏｃｋ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ＧＰＳｄａｔａ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Ｌｉｕｐａｎｓ

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５０：８７—９７．

５３）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Ｗｕ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ＨｅＨｕａｉｙｕ，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２０１７，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ＵＴｈ）／Ｈｅｚｉｒｃ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ｆｒｏｍ

Ｐｅｎｇｌａｉｚｉｒｃｏｎｍｅｇａｃｒｙｓｔｓ，Ｇｅ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Ｇｅ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４１（３）：３５９—３６５．

５４）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ＡｌｍｅｉｄａＲａｆａｅｌ，ＨｕｂｂａｒｄＪｕｄｉｔｈ，ＳｕｎＣｈｕａｎｇ，Ｙｉ

Ｇｕｉｘｉ，２０１７，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Ｉｎ

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１９７０Ｄａｙｉａｎｄ２０１３Ｌｕ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１７：５１９—５３０．

５５）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ｊｉ，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２０１７，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ｄｅｇｌａ

ｃｉａｌ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ｖｅｎｔｓ，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４３０（ＰａｒｔＢ）：４１—５１．

５６）林旭，刘静，彭保发，李长安，吴泉源，２０１７，青藏高原周围河流基岩和碎

屑矿物低温热年代学研究进展，地震地质，３９（６）：１０９１—１１１０．

５７）ＬｉｕＧｕｉ，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ＳｈｉＹａｏｌｉｎ，ＭｉａｏＳｈｅｑｉａ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２０１７，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ｍｙｌｏｎｉｔｅｓ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

ｇｙ，９６：２１—３４．

５８）刘建强，陈立辉，钟源，林蔚涵，王小均，２０１７，小兴安岭逊克地区第四纪

高镁安山岩的岩石学、Ｋ－Ａｒ年代学及火山地质特征，岩石学报，３３（１）：３１—４０．

５９）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ＭｕｒｒａｙＡｎｄｒｅｗ，ＳｏｈｂａｔｉＲｅｚａ，ＪａｉｎＭａｙａｎｋ，２０１７，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ｓｔｄｏｓｅａｎｄｆｉｒｓｔＩ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ｐｏｓｔＩＲＩＲＳ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ｒｏｃｋｓｌｉｃｅｓ，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ａ，４３（１）：１７９—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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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刘俊清，甘卫军，刘财，张晨侠，高金哲，梁诗明，２０１７，２０１３年吉林前郭

ＭＳ５５震群的双差法重新定位及震源机制，地震地质，３９（５）：９８１—９９３．

６１）刘俊清，刘财，雷建设，甘卫军，杨清福，张晨侠，２０１７，２０１３年前郭

ＭＳ５８震群矩张量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０（９）：３４１８—３４３１．

６２）刘浪涛，陈杰，李涛，２０１７，帕米尔、南天山及其会聚带现代河流沉积物碎

屑锆石 Ｕ－Ｐｂ测年，地震地质，３９（３）：４９７—５１６．

６３）ＬｉｕＱｉａｎｑｉａｎ，ＳｈｉＹａｎａｎ，ＷｅｉＤｏｎｇｐｉｎｇ，Ｈａｎ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ＬｉｕＰｅｉｘ

ｕ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ａ

ｌｙ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

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９１（２）：４１４—４２８．

６４）刘洋，何昌荣，２０１７，龙门山断层带浅钻花岗岩中断层泥的摩擦本构参数，

地震地质，３９（５）：９１７—９３３．

６５）刘远征，马瑾，马文涛，姜彤，２０１７，探讨水头增量及其变化率对水库诱发

地震活动的影响———以紫坪铺水库为例，地震地质，３９（３）：４３７—４５０．

６６）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ｈｕｉ，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ＣａｏＺｈｅｎｚ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ｙｕ，Ｙｕａｎ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ＸｉｎｇＸｉｕｃｈｅｎ，２０１７，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６９４：２１４—

２３８．

６７）路珍，卓燕群，季灵运，李瑞莎，张希，唐红涛，贾鹏，汪翠枝，２０１７，实验

室断层滑动的测线相关性及其对跨断层场地的启示，山西地震，（２）：３３—３８．

６８）罗明，陈杰，刘进峰，２０１７，岩石暴露与埋藏面释光测年进展及其应用，地

震地质，３９（１）：１８３—１９２．

６９）ＭｃＡｌｐｉｎＤａｖｉｄＢ．，ＭｅｙｅｒＦｒａｎｚＪ．，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ＢｅｇｅｔＪａｍｅｓＥ．，ＷｅｂｌｅｙＰｅ

ｔｅｒＷ．，２０１７，Ｐｙｒｏｃｌａｓｔｉｃｆｌｏｗ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ａ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Ｖｏｌｃａｎｏ，Ａｌａｓｋａ，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９（１）：４，ｄｏｉ：１０３３９０／ｒｓ９０１０００４．

７０）苗社强，周永胜，２０１７，激光闪射法测量一种砂岩的高温热扩散系数和热导

率，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３６（３）：４５０—４５４．

７１）缪阿丽，王俊，叶碧文，王维，沈红会，张艺，２０１７，２０１１年安庆 ＭＳ４８地

震前地下流体典型异常特征及机理研究，地震，３７（３）：１８０—１８９．

７２）缪阿丽，周志华，叶碧文，王维，沈红会，张艺，２０１７，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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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 ＭＳ４４地震前地下流体典型异常特征及其前兆机理分析，地震工程学报，３９

（Ｓ１）：７２—７８．

７３）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ＴｉｍｏｔｈｙＡ．，ＥｌｌｉｏｔｔＪｏｈｎＲ．，ＲｈｏｄｅｓＥｄｗａｒｄＪ．，ＳｈｅｒｌｏｃｋＳａｒａｈ，

Ｗａｌｋ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ｏｕＹｕ，２０１７，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ｈａｎｘｉＧｒａｂｅｎｓ，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ｓｙ，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９（２）：５３５—５５８．

７４）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ＭａＹａｎ，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ＷｕＹｉｎｇ，ＷａｎＪｉｎｇｌｉｎ，Ｙｕ

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２０１７，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ｄａｔｉｎｇ，ｃｈｌｏｒｉｎｅ

ａｎｄＲＥ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ｙＬＡＩＣＰＭ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６２（２２）：１４９７—１５００．

７５）齐文博，刘力强，刘培洵，郭彦双，２０１７，１２０吨双轴伺服压机载荷前置放

大器设计与应用，电子设计工程，２５（１２）：６０—６４．

７６）齐文博，刘培洵，郭彦双，２０１７，具有预触发采集功能的超声波检测系统的

设计与实现，电子设计工程，２５（１６）：６０—６４．

７７）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２０１７，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ＳＡ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ｍｏ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ｅ，ｆａｕｌｔ

ｓｔｒｉｋｅ，ａｎｄ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ｓ，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９１

（１）：９３—１０８．

７８） 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ｕｏＲｏｎｇｈ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ＨｕＪｙｒｃｈ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

２０１７，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６ＴａｉｗａｎＭＷ６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ｉｎｇ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ｌｉｐ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４８：９６—１０４．

７９）屈春燕，左荣虎，单新建，张国宏，宋小刚，刘云华，余露，２０１７，尼泊尔

ＭＷ７８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及断层滑动分布，地球物理学报，６０（１）：１５１—１６２．

８０）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ｕｏＲｏｎｇｈ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

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２０１７，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ｓｍａｐｐｅｄｕｓｉｎｇ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ａｄ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５

ＭＷ８３Ｉｌｌａｐｅ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１０４：３６—４８．

８１）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２０１７，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ｌ

ｌ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９（８）：８６４，ｄｏｉ：１０３３９０／ｒｓ９０８０８６４．

８２）单新建，屈春燕，龚文瑜，赵德政，张迎峰，张国宏，宋小刚，刘云华，张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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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芳，２０１７，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８日四川九寨沟 ７０级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及断层滑动分

布反演，地球物理学报，６０（１２）：４５２７—４５３６．

８３）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ｔａｏ，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

ＬｉＣｕｉｐｉｎｇ，ＷｕＺｈａｏ，２０１７，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Ｙｕ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Ｄａｎｇｈｅ

Ｎａｎｓｈａｎｔｈｒｕｓ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

ｉｃａ，１０７（３）：１１７５—１１８４．

８４）ＳｈｅｎＸｕｚｈａｎｇ，ＫｉｍＹｏｕｎｇＨｅｅ，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２０１７，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ｔｏ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１２：４８２—４９３．

８５）ＳｈｉＸｕｈｕａ，ＷａｎｇＹｕ，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ＷｅｌｄｏｎＲａｙ，ＷｅｉＳｈｅｎｇｊｉ，ＷａｎｇＴｅｎｇ，

ＳｉｅｈＫｅｒｒｙ，２０１７，Ｈｏｗ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ｓｔｈｅ２０１６ＭＷ７８Ｋａｉｋｏｕｒ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ｕｔｈＩｓｌａｎｄ，

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６２（５）：３０９—３１１．

８６）ＳｏｎｇＤｏｎｇｍｅｉ，ＺｈａｎｇＹａｊｉｅ，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ＣｕｉＪｉａｎｙｏｎｇ，ＷｕＨｕｉ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７，

“Ｏｖ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ｎｔｒｏｐｙｅｒｒ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ｎｔｒｏｐｙ，１９（３）：１０１，ｄｏｉ：１０３３９０／

ｅ１９０３０１０１．

８７）宋娟，周永胜，党嘉祥，姚文明，２０１７，大理岩压溶蠕变与微裂隙愈合实验

研究，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４１（５）：５２—６０．

８８）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２０１７，Ｄｅｒｉｖｉｎｇ３Ｄｃｏ

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ｂｙ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ＧＰ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ｄｉｓ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５７：

１０４—１１２．

８９）ＳｕＱｉ，Ｘｉｅ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２０１７，Ａ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ｔｏｐ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Ｎａ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４７：２２６—２３９．

９０）孙珂，单新建，ＯｕｚｏｕｎｏｖＤｉｍｉｔａｒ，申旭辉，荆凤，２０１７，基于多轨道卫星观

测数据分析尼泊尔地震长波辐射特征，地球物理学报，６０（９）：３４５７—３４６５．

９１）孙珂，单新建，申旭辉，孙林，２０１７，基于 ＭＯＤＴＲＡＮ模型对高分五号卫星

断层逸出气体探测能力的辐射模拟，地震，３７（２）：３２—４６．

９２）ＳｕｎＬｕ，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ＫｏｎｇＹａｎｆｅｎ，ＷｕＢａｉ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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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７年度报告　　

ＬｉｕＳｕｚｈｅｎ，ＧｅＪｕｎｙｉ，ＱｉｎＨｕａｆｅｎｇ，ＺｈｕＲｉｘｉａｎｇ，２０１７，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Ｐｌｉｏ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ｆｏｓｓｉｌｉｆｅｒｏｕｓｃａｖ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ＢｕｂｉｎｇＢａ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３７：６８—８１．

９３）ＴａｎｇＭａｏｙｕｎ，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ＨｏｋｅＧｒｅｇｏｒｙＤ．，Ｘｕ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Ｌｉ

Ｚｈａｎｆｅｉ，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ＷａｎｇＷｅｉ，２０１７，Ｐａｌｅｏ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ｃｅｎｅ

ＥｏｃｅｎｅＧｏｎｊｏＢａｓｉｎ，Ｓ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１２：１７０—１８１．

９４）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ｏｂ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Ａｎｎ，ＬｉＴ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ｅ，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ＢｕｆｅＡａｒ

ｏｎ，２０１７，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ｚｏｎｅ，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６（１２）：２７４８—２７７６．

９５）Ｔ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ＸｉａｏＷｅｎｊｉａｏ，ＷｉｎｄｌｅｙＢｒｉａｎＦ．，ＺｈａｎｇＪｉｅ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ｙｏｎｇ，

ＳｏｎｇＤｏｎｇｆａｎｇ，２０１７，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ｒｉｆｔｅｄａｒｃ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ａｎ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ｒｃｓ

ｉｎｔｈｅＢｅｉｓｈａ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ｃｏｌｌａｇｅｓ（ＮＷ 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０６（７）：２３１９—２３４２．

９６）ＴｏｎｇＹａｂｏ，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ｙｕ，ＰｅｉＪｕｎｌｉｎｇ，ＷａｎｇＨｅｎｇ，ＸｕＹｉｎｃｈａｏ，ＰｕＺｏｎｇ

ｗｅｎ，２０１７，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ｒｅｄｂｅ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

ＬｈａｓａＴｅｒｒａｎｅ：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Ｅｕｒａｓｉａ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Ｅｕｒａｓｉａ，Ｇｏｎｄｗａ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４８：８６—１００．

９７）ＷａｎＹｏｎｇｇｅ，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Ｂü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ＷａｎｇＭｉｎ，

２０１７，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ＧＰ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８（２）：７４８—７６６．

９８）王博，周永胜，２０１７，氢气与断层活动及地震的研究进展，地球物理学进

展，３２（５）：１９２１—１９２９．

９９）ＷａｎｇＣｈａｏｒａｎ，Ｈｒｅ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ＨｏｋｅＧｒｅｇｏｒｙＤ．，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Ｇａｒｚｉｏｎｅ

ＣａｒｍａｌａＮ．，２０１７，Ｓｏｉｌｎ－ａｌｋａｎｅｄｅｌｔａＤａｎｄ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ｄｉａｌｋ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ｔｅｔｒａｅｔｈｅｒ（ＧＤＧ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ｌｏｎｇａｎ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ｆｒｏｍ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ｐｒｏｘｉｅｓｆｏｒ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０７：２１—３２．

１００）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ＬｉＱｉｎｇｑｕａｎ，ＺｈｕＪｉａｓｏｎｇ，ＧａｏＷｅｉ，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Ｓｏｎｇ

Ｊｕｎ，Ｄｏ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２０１７，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５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ＳＡＲ

ｓｈａｐｅｆｒｏｍｓｈａｄ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７：４３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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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王躲，尹功明，韩非，刘春茹，毛泽斌，２０１７，格仁错断裂带流域地貌特征

及其构造指示意义，地震地质，３９（２）：３０４—３２２．

１０２）ＷａｎｇＤｕｏ，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Ｘｕｌｏ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ＨａｎＦｅｉ，ＤｕＪｉｎｈｕａ，

２０１７，ＯＳＬ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ｎｔｈｅＧｙａｒｉｎｇＣｏＦａｕｌｔ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ａ，４３（１）：１６２—１７３．

１０３）ＷａｎｇＨ．，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ＮｇＡ．Ｈ．Ｍ．，ＧｅＬ．，ＪａｖｅｄＦ．，ＬｏｎｇＦ．，ＡｏｕｄｉａＡ．，

ＦｅｎｇＪ．，ＳｈａｏＺ．，２０１７，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６Ｍｅｎｙ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ｂｕｒ

ｉｅｄｒｅ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ｔｈｅｌｅｆ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６１：１４—２１．

１０４）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Ｈａｉｎｚｌ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ＭａｉＰ．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７，Ｔｏｗｈｉｃｈｌｅｖｅｌｄｉｄｔｈｅ

２０１０Ｍ８８Ｍａｕｌ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ｉｌｌｔｈｅｐｒ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ｇａｐ？，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１１（１）：４９８—５１１．

１０５）王立凤，赵国泽，陈小斌，汤吉，蔡军涛，詹艳，韩冰，程远志，赵凌强，

肖骑彬，２０１７，芦山 ＭＳ７０地震余震期间大地电磁视电阻率变化，地震学报，３９（１）：

６４—７７，１５５．

１０６）王伟，党亚民，章传银，白贵霞，鲍李峰，甘卫军，２０１７，三峡库水位变化

过程中的地壳垂直形变与重力变化监测，测绘学报，４６（６）：６７１—６７８．

１０７）王伟，党亚民，章传银，鲍李峰，梁诗明，何志堂，邹正波，２０１７，基于

ＣＯＲＳ站网监测三峡地区陆地水负荷对地壳形变和重力变化的影响，地球物理学报，

６０（３）：９６２—９７１．

１０８）ＷａｎｇＷｅｉ，ＧｏｄａｒｄＶｉｎｃｅｎｔ，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ＳｃｈｅｒｌｅｒＤｉｒｋ，ＸｕＣ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ｙｕ，ＸｉｅＫｅｊｉａ，ＢｅｌｌｉｅｒＯｌｉｖｉｅｒ，ＡｎｓｂｅｒｑｕｅＣｌａｉｒｅ，ＤｅＳｉｇｏｙｅｒＪｕｌｉａ，ＡＳＴＥＲＴｅａｍ，

２０１７，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ｖｉ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ｆｌｕｘ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４２（１５）：２６１１—２６２２．

１０９）Ｗａ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ｙｉｎ，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ＨｕＭｉｎｚｈａｎｇ，Ｆｅｎｇ

Ｗｅｉ，２０１７，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ａｒｅ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４６：

１６０—１６６．

１１０）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Ｑｉａｎｇ，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Ｙｕａｎ

Ｄａｏ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ＷａｎｇＺｈｉｃａ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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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７年度报告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ｏｇｅｎｅ，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８：１５８８７．

１１１）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ＷａｎｇＭ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２０１７，Ｂｌｏｃｋｌｉｋｅｖｅｒｓｕｓｄｉｓｔｒｉｂ

ｕｔｅ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４０：３１—４７．

１１２）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ＶｏｎＤａｓｓｏｗＷｅｓｌｅｙ，Ｚｈａｎｇ

Ｚｈｕｑｉ，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Ｈｏｗａ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ｋｎｉｃｋｐｏｉｎｔｉ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ｅｐＹａｒｌｕｎｇＴｓａｎｇｐｏＧｏｒｇｅ，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２８５：

２８—４３．

１１３）王一舟，张会平，郑德文，俞晶星，李朝鹏，肖霖，２０１７，稳态河道高程剖

面分析的新方法———积分法，地震地质，３９（６）：１１１１—１１２６．

１１４）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ＭａＹａｎ，２０１７，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ｓｌｏｐｅａｒｅ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ｔｅｓｔｓｔｏｓｔｅａｄ

ｙｓｔａｔｅｂｅｄｒｏｃｋｒｉｖ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５（１）：１—１６．

１１５）王英，郑德文，武颖，李又娟，王一舟，２０１７，磷灰石单颗粒 （ＵＴｈ）／Ｈｅ

测年实验流程的建立及验证，地震地质，３９（６）：１１４３—１１５７．

１１６）ＷａｎｇＹｕｈｕａ，ＺｅｎｇＬｉｎｇｓｅｎ，ＧａｏＬｉ－Ｅ，ＧｕｏＣｈｕｎｌｉ，ＨｏｕＫｅｊｕｎ，Ｚｈａｎｇ

Ｌｉｆｅｉ，ＷａｎｇＷｅｉ，ＳｕｎＨｕｉｙｉ，２０１７，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ｔｅｒｒａ

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６２（６）：４１５—４２４．

１１７）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ＬｉＣｈａｎｇ′ａｎ，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ＬｉＷｅｎ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ｅｎｇｊｉｅ，Ｚｈａｎｇ

Ｈｕａｓｏｎｇ，ＺｈａｏＪｕ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ｕｏｙ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ａｔｕｒｅＥＳＲ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ｈｅｄ

ｎｅｗｌｉｇｈｔｏｎｒｉｖｅ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４５４：３８—４４．

１１８）魏传义，刘春茹，李长安，李文朋，张玉芬，李建平，２０１７，石英 ＥＳＲ法在

河流沉积物源示踪中的探讨及应用，地球与环境，４５（２）：１５７—１６３．

１１９）魏传义，刘春茹，李长安，尹功明，李文朋，赵举兴，张增杰，张岱，孙习

林，李亚伟，２０１７，石英 ＥＳＲ法物源示踪：认识与进展，地球科学进展，３２（１０）：

１０６２—１０７１．

１２０）ＷｕＣｈｅｎ，ＺｕｚａＡｎｄｒｅｗＶ．，ＹｉｎＡｎ，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ＲｅｉｔｈＲｏｂｉｎＣ．，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ｙｕ，ＬｉｕＷｅｎｃａｎ，ＺｈｏｕＺｈｉｇｕａｎｇ，２０１７，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Ｎｅｏｐｒｏｔ

ｅｒｏｚｏｉｃ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ｍａｌｇ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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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ｓｉａ，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９（４）：６０９—６３６．

１２１）吴传勇，李金，刘建明，胡伟华，吴国栋，常想德，姚远，向志勇，２０１７，新

疆皮山 ＭＳ６５地震———发生在西昆仑山前的一次褶皱地震，地震地质，３９（２）：

３４２—３５５．

１２２）ＷｕＦｕｙａｏ，Ｒａｎ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ＸｕＬｉａｎｇｘｉｎ，ＣａｏＪｕｎ，ＬｉＡｎ，２０１７，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

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ＢａｒｋｏｌＢａｓｉｎ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ｉｔｓ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

ｔｉｏｎ），９１（２）：４２９—４４２．

１２３）ＷｕＱｉｎｇｌｏｎｇ，ＺｈａｏＺｈｉｊｕｎ，ＬｉｕＬｉ，ＧｒａｎｇｅｒＤａｒｒｙｌＥ．，ＷａｎｇＨｕｉ，ＣｏｈｅｎＤａ

ｖｉｄＪ．，Ｗｕ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ＹｅＭａｏｌｉｎ，ＢａｒＹｏｓｅｆＯｆｅｒ，Ｌｕ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

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ＱｉＷｕｙｕｎ，ＣａｉＬｉｎｈａｉ，ＢａｉＳｈｉｂｉａｏ，２０１７，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ｆｌｏｏｄａｔ１９２０ＢＣ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ＧｒｅａｔＦｌｏ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Ｘｉａｄｙｎａｓ

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５５（６３３２）：１３８２—１３８４．

１２４）吴庆龙，赵志军，刘莉，ＧｒａｎｇｅｒＤ．Ｅ．，王辉，ＣｏｈｅｎＤ．Ｊ．，吴小红，叶茂

林，ＢａｒＹｏｓｅｆＯ．，陆斌，张进，张培震，袁道阳，齐乌云，蔡林海，白世彪，陈菁，李

荣富，刘志，肖晨光，周程婷，毕博，２０１７，公元前 １９２０年溃决洪水为中国大洪水传

说和夏王朝的存在提供依据，中国水利，（３）：１—５．

１２５）吴蔚，刘启元，贺日政，曲中党，２０１７，羌塘盆地中部地区地壳 Ｓ波速度结

构及构造意义，地球物理学报，６０（３）：９４１—９５２．

１２６）ＷｕＷｅｎＪｉｅ，ＤｏｎｇＪｉａＪｙｕｎ，ＬｉｎＡｎｄｒｅｗＴｉ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ＹｕｎＣｈｅｎ，Ｐａｎ

ＴｓｕｎＹｏｕ，ＴｏｎｇＬｕｎＴａｏ，ＬｉＭｉｎｇＨｓｕ，ＮｉＣｈｕｅｎＦａ，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２０１７，

Ｓｔｒｅｓ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ｏｃｋ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２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ａｉｗａｎ，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８（３）：

２４７—２５８．

１２７）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ＹｕＧｕｏ，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ＳｈａｏＧｕｉｈａｎｇ，２０１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Ａｋｓａｙ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ｄｏｕｂｌｅｂｅｎ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ｉｍａｇｅｄｕｓｉｎｇ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４

（９）：４０９０—４０９７．

１２８）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ＬｉＹｏｕｌｉ，ＺｈｏｎｇＹｕｅｚｈｉ，ＬｕＨｏｎｇｈｕａ，ＬｅｉＪｉｎｇｈａｏ，ＸｉｎＷｅｉ

ｌｉｎ，ＷａｎｇＬｉｂｏ，ＨｕＸｉｕ，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１７，Ｌａｔｅｓｔ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ｔｏ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ｔｈｒｕｓ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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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７年度报告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ａｆｌｉｇｈｔｏｆｓｔｒａｔｈ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ｃ

ｔｏｎｉｃｓ，３６（２）：２９７３—２９８６．

１２９）ＸｕＢｏ，ＨｏｕＺｅｎｇｑ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ｃｈｕａｎ，ＺｈｏｕＹｅ，ＺｈｏｕＬｉｍｉｎ，ＹａｎｇＹｕ，

ＨａｎＹａｎｗｅｉ，ＺｈｅｎＧｕｏ，ＷｕＣｈａｎｇｄａ，２０１７，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ｈｏｒｎｂｌｅｎｄｅｇａｂｂｒｏｓｉｎＤｏｎｇｇａ，

ＥａｓｔｅｒｎＧａｎｇｄｅｓｅ，Ｔｉｂｅｔ：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ｍａｎｔｌｅｗｅｄｇ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ｒｕｓ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９１（２）：５４５—５６４．

１３０）徐晶，邵志刚，刘静，季灵运，２０１７，基于库仑应力变化分析巴颜喀拉地块

东端的强震相互关系，地球物理学报，６０（１０）：４０５６—４０６８．

１３１）徐良鑫，冉勇康，高帅坡，王虎，２０１７，ｓＵＡＶ摄影测量技术在构造地貌定

量研究中的应用，测绘通报，（Ｓ１）：１５５—１５８．

１３２）徐小波，单新建，屈春燕，张国宏，马超，宋小刚，张桂芳，温少妍，２０１７，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柴达木盆地地震群 ＩｎＳＡＲ分析及同震形变场反演，地震地质，３９（３）：

４８５—４９６．

１３３）ＸｕＹａｎ，ＳｈｅｎＹｕｎｚｈｏｎｇ，ＸｕＧｕｏ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Ｒｏｚｅｌｏｔ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２０１７，Ｐｅｒｉｈｅｌｉｏｎｐ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ｓｏｌａｒｏｂｌａｔｅｎｅｓ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ｌｉｐｔｉｃｃｏ

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ｏｎｔｈｌｙＮｏｔｉ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４７２（３）：２６８６—２６９３．

１３４）徐颖超，仝亚博，王恒，杨振宇，２０１７，青藏高原东南缘兰坪－思茅盆地反

Ｓ型构造属性的古地磁约束，地质论评，６３（３）：５４９—５６７．

１３５）Ｙａｎ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ｕＴａｏ，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ＸｉａＣｈｕｎｌｉａｎｇ，２０１７，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ＴＥＣ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ｔｕｄｙｏｖ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ｌｌｙ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Ｓｐａ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６０

（１２）：２８２２—２８３５．

１３６）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ＣｈｅｎＪｉｅ，ＰｏｒａｔＮａｏｍｉ，ＬｉＴａｏ，ＬｉＷｅｎｑｉａｏ，ＸｉａｏＷｅｉｐｅｎｇ，

２０１７，Ｃｏａｒｓｅｖｅｒｓｕｓ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ｑｕａｒｔｚ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１９８５

ＭＳ７１Ｗｕｑ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ｓａｌ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

ｔｒｉａ，４４（１）：２９９—３０６．

１３７）杨静，郑德文，陈文，武颖，许英霞，杨莉，２０１７，吐哈盆地硫磺山铜多金

属矿床表生黄钾铁矾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定年及对风化、地貌演化及古气候的启示，地质力学学

报，２３（２）：２３２—２４２．

１３８）易桂喜，龙锋，梁明剑，张会平，赵敏，叶有清，张致伟，祁玉萍，王思维，

宫悦，乔惠珍，汪智，邱桂兰，苏金蓉，２０１７，２０１７年８月８日九寨沟Ｍ７０地震及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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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震震源机制解与发震构造分析，地球物理学报，６０（１０）：４０８３—４０９７．

１３９）尹功明，苏刚，丁锐，韩非，李光涛，程理，杨光，王躲，２０１７，云南玉龙雪

山东麓断层的运动性质及其地貌意义，第四纪研究，３７（２）：２５０—２５９．

１４０）ＹｉｎＪｉｕｘｕｎ，ＹａｏＨｕａｊｉａｎ，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ｕＪｉｎｇ，ＱｉｎＷｅｉｚｅ，Ｚ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ｎｇ，２０１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ｔｒｅｓｓ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ｍｅｃｈ

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２５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５ＮｅｐａｌＧｏｒｋｈａＭＷ７８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６０（４）：７９６—８０８．

１４１）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ＷａｎｇＸｕｌｏｎｇ，Ｗａｎｇ

Ｗｅｉｔａｏ，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Ｚ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２０１７，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Ｔａｏｈｕａｌａ

ＳｈａｎＡｙｏｕｑｉ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ＧｏｂｉＡｌａ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２１：２８—４４．

１４２）曾蒂，陈立春，陈顺云，李东雨，２０１７，２０１３年芦山 ＭＳ７０地震前基岩地

温变化的再分析，地震地质，３９（５）：９９４—１００６．

１４３）曾罡，郑丽波，陈立辉，刘建强，张欢，张甬江，施金华，２０１７，南海洋脊

抽吸作用对其周边新生代玄武质岩
#

活动的影响，高校地质学报，２３（３）：３７３—３８２．

１４４）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ＺｈａｏＴｉａｎｊｉｅ，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２０１７，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ｏｕｇｈｓｏｉ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ｂｙ

ＡＩＥＭ 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５５（３）：１６９６—１７０８．

１４５）詹艳，杨皓，赵国泽，赵凌强，孙翔宇，２０１７，青藏高原东北缘海原构造带

马东山阶区深部电性结构特征及其构造意义，地球物理学报，６０（６）：２３７１—２３８４．

１４６）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ＰｉｔｌｉｃｋＪｏｈｎ，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

２０１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ｂａｓｅｌｅｖｅｌｆａｌｌ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１２２（２）：５４６—５７２．

１４７）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Ｐｒｕｓｈ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

ｊｕ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２０１７，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

Ｓ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０６－７０７：１０３—１１５．

１４８）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ＬｉｕＹａｊｉｎｇ，Ｌ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１７，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ｏｃｅａｎｉｃｂａｓａｌｔ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ｉｌａ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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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ｚｏｎｅ，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９４：１６—２９．

１４９）张迎峰，张国宏，单新建，温少妍，２０１７，２０１５年尼泊尔 ＧｏｒｋｈａＭＷ７９地

震与 ＫｏｄａｒｉＭＷ７３地震 ＩｎＳＡＲ数据反演及其应力触发分析，地震地质，３９（１）：

１０４—１１６．

１５０）张永奇，丁晓光，曹建平，翟宏光，苏利娜，郑增记，２０１７，关中流动重力

测网的中小地震映震能力分析，地震研究，４０（２）：２４８—２５６．

１５１）张永奇，韩美涛，曹建平，丁晓光，翟宏光，郑增记，２０１７，陕西重力测网

起算基准稳定性分析，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３８（４）：１７２—１８２．

１５２）张豫宏，周永胜，姚文明，何昌荣，党嘉祥，２０１７，水对 Ｃａｒｒａｒａ大理岩强

度和变形机制影响的实验研究，地震地质，３９（１）：５４—６６．

１５３）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ｙｏｎｇ，ＺｈｕＷｅｎｂｉ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Ｂｉｈａｉ，ＸｉａｏＷｅｎｊｉａｏ，Ｌｉ

Ｄａｍｉｎｇ，ＨａｎＣｈｕｎｍ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ａｒｉｍｂｌｏｃｋ：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４０Ａｒ／３９Ａｒ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Ｋｕｌｕｋｅｔａｇｅａｒｅａ，ＮＷ

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９１（４）：１２３１—１２４７．

１５４）ＺｈａｏＤｅｂｏ，ＷａｎＳｈｉｍｉｎｇ，ＴｏｕｃａｎｎｅＳａｍｕｅｌ，ＣｌｉｆｔＰｅｔｅｒＤ．，ＴａｄａＲｙｕｊｉ，Ｒｅ

ｖｉｌｌｏｎＳｉｄｏｎｉｅ，ＫｕｂｏｔａＹｏｓｈｉｍｉ，ＺｈｅｎｇＸｕｆｅｎｇ，ＹｕＺｈａｏｊｉｅ，ＨｕａｎｇＪｉｅ，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

ＸｕＺｈａｏｋａｉ，ＳｈｉＸｕｅｆａ，ＬｉＡｎｃｈｕｎ，２０１７，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ｓｅｄ

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Ｋｙｕｓｈｕ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ＯｋｉｎａｗａＴｒｏｕｇｈ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ｓｔ

ｇｌａｃｉａ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８（８）：２９４９—２９６９．

１５５）赵静，江在森，牛安福，武艳强，占伟，魏文薪，２０１７，喜马拉雅主逆冲断层

闭锁程度与滑动亏损特征研究，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４２（１２）：１７５６—１７６４．

１５６）赵静，阎广建，焦中虎，陈玲，储卿，２０１７，ＳＢＤＡＲＴ的参数化短波辐射传

输模型，遥感学报，２１（６）：８５３—８６３．

１５７）赵静，张吴明，焦中虎，２０１７，对东日本大地震序列潜热通量异常现象的

讨论，中国地震，３３（２）：３１９—３２７．

１５８）赵扬锋，刘力强，潘一山，２０１７，单轴压缩下含断层带花岗岩声发射、微震

和电荷感应实验，地震地质，３９（５）：９６４—９８０．

１５９）赵扬锋，刘力强，潘一山，焦波波，张超，２０１７，岩石变形破裂微震、电荷

感应、自电位和声发射实验研究，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３６（１）：１０７—１２３．

１６０）赵扬锋，张超，刘力强，朱小景，２０１７，预制裂纹花岗岩单轴压缩全过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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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特征试验研究，煤炭科学技术，４５（７）：４４—４９，１３８．

１６１）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ＷａｎＪｉｎｇｌｉｎ，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Ｚｈｅｎｇ

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１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ｏｒｔｈｗａｒｄ

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ｅｎｏｚｏ

ｉｃ，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９（３）：４０８—４１６．

１６２）钟宁，蒋汉朝，梁莲姬，徐红艳，彭小平，２０１７，软沉积物变形中负载、球

－枕构造的古地震研究综述，地质论评，６３（３）：７１９—７３８．

１６３）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ｓｕｏ，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２０１７，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ｌｌｙａｃｔｉｖ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ｅｌｔｏｎｉｔｓ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ｂａｓｉ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ｚｉｒｃｏｎｄａｔ

ｉｎｇｏｆｂｅｄ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ＳＷ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４６：２５１—２６４．

１６４）周永胜，何昌荣，２０１７，地质学中的压力与深度关系讨论：颗粒尺度压力

差到岩石圈构造超压研究新进展，地学前缘，２４（２）：２３—３０．

１６５）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ｔｉｎｇ，ＹａｏＷｅｎｍｉｎｇ，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ＨｅＣｈａｎ

ｇｒｏｎｇ，２０１７，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ｒｅｅｐ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ｍｏｌｔｅｎ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ｗｅ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３９：１５—２９．

２、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Ｈａｉｎｚｌ，ＭａｉＰ．Ｍａｒｔｉｎ，Ｔｏｗｈｉｃｈｌｅｖｅｌｄｉｄｔｈｅ２０１０

Ｍ８８Ｍａｕｌ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ｉｌｌｔｈｅｐｒ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ｇａ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２０１７２１９—２５．

２）ＣｈｅｎｇＬｉｎｉ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Ｍｉｄ

Ｍｉｏｃｅｎｅｄｅｆｏｒｍｅｄ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ｉｎｔｈｅＧｕｌａｒＭａｎｄｈａｔａａｒｅ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ＧｕｌａｒＭａｎｄｈａｔａ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

ｂｌｙ２０１７，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７４２２—２９．

３）ＤｕａｎＱｉｎｇｂａｏ，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ａ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ｌａｙｒｉｃｈ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

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７，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７４２２—２９．

４）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Ｔｏｇｏ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Ｋｉｔａｊｉ

ｍａＨｉｒｏｋｏ，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ＷａｎｇＹｕ，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Ｌｏｃ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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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ａｓｈｈｅａｔｉｎｇｃａｕｓｅｓ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ｇｏｕｇｅｓａｔｓｕｂ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７，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７４２２—２９．

５）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ｌａｓｈａｎａｎｄ

Ｏｒｄｏｓｂｙ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ｐＧＵ

ＡＧＵＪｏｉｎｔ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Ｃｈｉｂ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７５２０—２６．

６）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６ＳｏｕｔｈＴａｉｗａｎＭＷ６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ｓｌｉｐ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ｉｎｇｅ２０１７，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Ｆｉｎｌａｎｄ，２０１７６５—９．

７）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Ａｆｉｎｅ

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ＧＰＳ，Ｆｒｉｎｇｅ２０１７，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Ｆｉｎｌａｎｄ，２０１７６５—９．

８）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ＬｉＭｉｎｇｊｉａ，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ｆｒｏｍ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ｒａｄ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ｄａｔａ，Ｆｒｉｎｇｅ２０１７，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Ｆｉｎｌａｎｄ，２０１７６５—９．

９）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ＬｉＭｉｎｇｊｉａ，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ｆｒｏｍ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ｒａｄ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２０１７Ｄｒａｇｏｎ４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１７６．

２５—７．１．

１０）ＨａｎＢｉｎｇ，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ＢｉＹａｘｉｎ，ＺｈａｎＹａｎ，ＴａｎｇＪｉ，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Ｗａｎｇ

Ｌｉｆｅｎｇ，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ｂ

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ｆｉｒｓｔＣＳＥＬ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２０１７Ｄｒａｇｏｎ４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１７．

６．２５—７．１．

１１）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Ｇ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Ｒｅ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Ｈｅｌ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１２）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ｅｂ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２０１６ＭｅｎｙｕａｎＭＳ６４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

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１３）ＨｕａｎｇＱｉｎｇｈｕａ，ＹｅＴａｏ，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ａｏｌｉｇｏｎｇｓｈｅａｒ

ｚｏｎｅｉｎｗｅｓｔ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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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１４）Ｌｉ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ＲｅｎＪｉｎｗｅｉ，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Ｆａｕｌｔｌｏｃｋ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ｂｌｏｃｋ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ｅｎＷｅｉｒｉｆｔｚｏｎｅｓ，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１５）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Ｊｉａ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Ｗｅ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Ｓｈｉｑｉｎ，

ＳｕｎＣｈｕａｎｇ，ＬｉＴａｏ，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Ｇ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ｐｅ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ｈｏｗ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ｆｏｌｄｇｒｏｗｔｈ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ｓｉｎｇ３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

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１６）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ｓｙｎｔａｘｉｓ

ｆｒｏｍ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

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１７）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ａｂｒｉｃ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ｓｉａ

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１８）ＳｈｉＸｕｈｕａ，ＷａｎｇＥｒｃｈｉｅ，ＡｌｍｅｉｄａＲａｆａｅｌ，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ＦａｎＣｈｕｎ，Ｗａｎｇ

Ｇａｎｇ，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ｒａｐｉｄ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ｎｃａｎｇＳｈａ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

ｙａｎｓｙｎｔａｘｉ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ｐｉｓｏｄｉｃ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ＲｉｖｅｒＦａｕｌｔ，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

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１９）ＳｈｉＸｕ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ＸｕＸｉｗｅｉ，ＺｈｏｕＲｅｎｊｉｅ，Ｇｅｏｍｏｒ

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ｎ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２０）ＳｏｎｇＪｕａｎ，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ｃｒｅｅｐ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ｃｒａｃｋｈｅａｌｉｎｇｏｆｃａｒｒａｒａｍａｒｂｌｅ，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２１）ＴａｏＷｅｉ，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ｃｙｃｌｅｏ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

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２２）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Ｔｏｗｈｉｃｈｌｅｖｅｌｄｉｄｔｈｅ２０１０Ｍ８８Ｍａｕｌ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ｉｌｌｅｄｔｈｅｐｒ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ｇａｐ？，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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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７年度报告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２３）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Ｙｕａｎ

Ｄａｏ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２４）ＷｅｎＸｕｅｚｅ，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ＤｕＦ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ＬｏｎｇＦｅｎｇ，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ＧＰＳ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ＲｅｄＲｉｖｅｒ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ＲＲＦＺ），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２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ＰｉｔｌｉｃｋＪｏｈｎ，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ｂａｓｅｌｅｖｅｌｆａｌｌ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

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

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２６）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Ｗａｎｇ

Ｙｕｅｊｕｎ，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ＬｉｕＪｉｎｒｕｉ，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Ｈｅｌ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ｔｌａｔｅｓｔａｃｔｉｖ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ｓｉａ

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７８５—９．

２７）ＭａＹａｎ，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Ｕｓｉｎｇ

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ｎｕｃｌｉｄｅｓ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ｔｏｈａｖｅ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ｌ

ｔａｙａｒｅ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Ｘ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ＮＥＣｈｉｎａ，２７ｔｈ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ａｒｉｓ，Ｆｒａｎｃｅ，

２０１７８１３—２０．

２８）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ｔｉｎｇ，ＹａｏＷｅｎｍｉｎｇ，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ＨｅＣｈａｎ

ｇｒｏ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ｒｅｅｐ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ｍｏｌｔｅｎ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ａｔ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ｗｅ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２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８１８—２３．

２９）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ｕｏＭｉｎｇ，ＨａｎＦｅｉ，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ＷａｎｇＨａ

ｏｒａｎ，ＺｈａｎｇＢｏｘｕａｎ，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ＬｉＹｕｅｈｕａ，Ｒｏｃｋ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
１０Ｂｅ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ｇｎｅｉｓｓｂｏｕｌｄ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ｆｆｓｅｔｆａｎｓａｔｔｈｅＫｏｎｇｕｒ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Ｃｈｉ

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ｓ，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 Ｄ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７９９—１８．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３０）ＨａｎＦｅｉ，Ｓｈａｏ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ＳｕｎＸｕｅｆｅｎｇ，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ＣｏｕｐｌｅｄＥＳＲａｎｄＵ－ｓｅ

ｒｉｅｓ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ｈｏｍｉｎｉｎｓｉｔｅＢａｉｌｏｎｇｄｏｎｇｃａｖｅ，Ｃｈｉｎａ，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ｅＴｏｗ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７９９—１８．

３１）ＬｉＷｅｎｐｅｎｇ，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ＷａｎｇＤｕｏ，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ＨａｎＦｅｉ，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ＥＳＲ）ｓｉｇ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ｖｏｌ

ｃａｎｉｃｂａｋｉｎｇｌａｙｅｒｏｆｔｈｅ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

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ｅＴｏｗ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７９９—１８．

３２）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ＣｕｉＦｕｒｏｎｇ，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ｒｉｖｅｒｂｅｄｐｅｂｂｌｅｓ，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

ＣａｐｅＴｏｗ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７９９—１８．

３３）ＬｕｏＭｉ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ＷａｎｇＨａｏｒａｎ，Ｙａｎｇ

Ｈｕｉｌｉ，ＺｈａｎｇＢｏｘｕａｎ，Ｒｏｃｋ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ｇｓｈａｎｂｅｄｒｏｃｋｎｏｒｍａｌ

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

Ｄ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ｅＴｏｗ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７９９—１８．

３４）ＱｉｎＪ．Ｔ．，ＣｈｅｎＪ．，ＬｉＹ．Ｔ．，ＺｈｏｕＬ．Ｐ．，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ｏｓｔＩＲ

ＩＲＳ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ｆ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ｓｆｒｏｍａｓａｎｄｙｆｌｕｖｉ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ｆｒｏｍ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ｅＴｏｗ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７．

９．９—１８．

３５）ＶｏｉｎｃｈｅｔＰ．，ＹｉｎＧ．，ＦａｌｇｕｅｒｅｓＣ．，ＬｉｕＣ．，ＨａｎＦ．，ＳｕｎＸ．，ＢａｈａｉｎＪ．Ｊ．，Ｄａｔ

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ｐｉｎ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ＥＳＲ），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

ＣａｐｅＴｏｗ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７９９—１８．

３６）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ＬｉＣｈａｎｇ′ａｎ，ＬｉＷｅｎｐｅｎｇ，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ｏｐｔｉ

ｃａｌ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ＥＳＲｃｅｎｔｒｅｓ，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

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ｅＴｏｗ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７９９—１８．

３７）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ＣｈｅｎＪｉｅ，ＹａｏＬｕ，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

ｑｕａｒｔｚ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ＯＳＬ／ＴＬａｎｄＥＳＲ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ｎ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

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ｅＴｏｗ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

ｃａ，２０１７９９—１８．

３８）ＬｉｕＪｉｎｇ，Ｎｏｎ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Ｔｉｂｅｔ，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７年度报告　　

２０１７ＳＣＥＣ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ｉｌｔｏｎＰａｌｍＳｐｒｉｎｇｓ，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９１０—１３．

３９）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ＭａＪｉｎ，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ｓｔｒａｉｎｂａｎｄａｔｐｒｅｓｌｉｐｓｔａｇｅ，１２ｔｈ

Ｅｕｒ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ｃｋ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ＭａａｌｅＨａＨａｍｉｓｈａ，Ｉｓｒａｅｌ，２０１７．

１１５—１２．

４０）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ｔｉｎｇ，ＹａｏＷｅｎｍｉｎｇ，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ＨｅＣｈａｎ

ｇｒｏ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ａｔ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ｗｅ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１２ｔｈＥｕｒ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ｃｋ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ＭａａｌｅＨａＨａ

ｍｉｓｈａ，Ｉｓｒａｅｌ，２０１７１１５—１２．

４１）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ＭａＪｉｎ，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ｔｈｅｑｕａｓｉ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ｐｒ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ｙｓｌｉｐ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ｔａｎｕｌｔｒａ

ｈｉｇｈ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２ｔｈＥｕｒ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ｃｋ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Ｍａａｌｅ

ＨａＨａｍｉｓｈａ，Ｉｓｒａｅｌ，２０１７１１５—１２．

４２）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ＺｈａｏＰａｎｐａｎ，ＬｉＹｕ，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

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ｎｅａ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ＱｉｎｌｉｎｇＯｒｏｇｅｎｆｒｏｍ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１１２７—１２１．

４３）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Ｐｒｅｓｌｉｐ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 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１１２７—１２１．

４４）ＬｉＹｕ，ＺｈａｏＰａｎｐ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ＧｕｏＢｉａｏ，Ｃｒｕｓｔａｌｈｅｔｅｏｇｅｎｉｔｙａｎｄ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ｂｅｎｅａｔｈＷｅ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ｍｂｉａｎｔｎｏｉｓｅｂｙｄｅｎｓｅａｒｒａｙ，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

１１２７—１２１．

４５）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Ｆａｕｌｔ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１１２７—１２１．

４６）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ａｄａｍａｇｅｒｈｅ

ｏｌｏｇｙｍｏｄｅ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ｕａｎｇ

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１１２７—１２１．

４７）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ＧＰ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ａｌｏｎｇｍａｊｏ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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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ｆａｕｌｔｓ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Ｓｈｅｎｚ

ｈｅ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１１２７—１２１．

４８）Ｗａ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Ｗａｔｅ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Ｒ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１１２７—１２１．

４９）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ＰｌａｔｔＪｏｈｎＤ．，Ｎｉ

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éＲ．，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ｆｌａｓｈｈ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ｄｒｙａｎｄｗｅｔ

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ｓ，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１１２７—１２１．

５０）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ｔｉｎｇ，ＹａｏＷｅｎｍｉｎｇ，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ＨｅＣｈａｎ

ｇｒｏ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ａｔ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ｗｅ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ｕａｎｇ

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１１２７—１２１．

５１）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ＭａＪｉｎ，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ｔｈｅｑｕａｓｉ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ｙ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ｐｒｉｏｒｔｏ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７１１２７—１２１．

５２）ＣｈｅｎＪｉｅ，ＺｈａｎｇＢｏｘｕａｎ，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Ｌａｔ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ｒｏｎ

ｔａｌＴｈｒｕｓｔ（ＭＦＴ），ｆａｒｗｅｓｔＮｅｐａｌ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ｅｄ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

ｒａｃｅ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５３）ＣｈｅｎＹｉ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ＮＥＴｉ

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ｍ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

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５４） ＦｅｎｇＷｅｉ，ＬｏｎｇｕｅｖｅｒｇｎｅＬａｕｒｅｎｔ，ＫｕｓｃｈｅＪｕｅｒｇｅｎ，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ｈｏｎｇ，ＳｃａｎｌｏｎＢｒｉｄｇｅｔＲ，ＳｈｕｍＣ．Ｋ．，ＹｅｈＰａｔＪ．Ｆ．，ＬｏｎｇＤｉ，Ｃａｏ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Ｚｈｏｎｇ

Ｍｉｎ，ＸｕＨｏｕｚｅ，ＸｉａＪｕ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ｐａｃｅ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

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５５）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ＬｉａｏＨｅｍｉｎｇ，ＭｅｙｅｒＦｒａｎｚＪ，Ｉ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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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Ｄ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５６）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Ｗｅａｋ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ｉｎｇ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５７）Ｈ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ｍｉｎ，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 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

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５８）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ＭａＪｉｎ，Ｐｒｅｓｌｉｐ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ｓｔｒａｉｎ

ｂａｎｄ—Ａｓｔｕｄ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ａｒｇｅｓａｍｐｌ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Ｃ，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

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５９）Ｌｉｕ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Ｍｃ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Ｄｅｖｉｎ，ＲｅｉｎｅｒｓＰｅｔｅｒＷ，ＷａｎｇＷｅｉ，Ｐｉｋ

Ｒａｐｈａｅｌ，ＺｅｎｇＬｉｎｇｓｅｎ，ＨｏｋｅＧｒｅｇｏｒｙＤ，ＸｉｅＫｅｊｉａ，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Ｇｅ

Ｙｕｋｕｉ，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ｏｆｆａｓｔ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Ｔｉｂｅｔ，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６０）ＭａＸｉ，ＹａｏＳｈｅｎｇｎａｎ，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ｄｉｎｇａｔ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６１）ＭｉａｏＳｈｅｑ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ｌａｔｔｉｃｅ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ｄｅｆｏｒｍｅｄ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

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６２）Ｐｒｕｓｈ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Ｊｅｎ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ｅｌＥ，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ｉｎｇ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ｂ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

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６３）ＱｉＳｈａｏ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

ＬｉＹｕ，ＺｈａｏＰａｎｐａｎ，ＹｉｎＸｉｎｚ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Ｙｉｆａｎｇ，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

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６４）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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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ｌｌｙｉｎ

ｄｕｃｅｄ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

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６５）Ｒｏｌｌｉｎ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ＧｕａｌａｎｄｉＡｄｒｉａｎｏ，ＡｖｏｕａｃＪｅａ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Ｌｉｕ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ｈｕｉ，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１５Ｇｏｒｋｈ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６６）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ｇＭｉｎ，ＨｅＰｅｎｇｃｈａｏ，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２００１ＭＷ７８Ｋｏｋｏｘｉｌｉ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６７）ＳｈｉＸｕｈｕａ，ＦａｎＣｈｕｎ，ＡｌｍｅｉｄａＲａｆａｅｌＶ，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ＷａｎｇＧａｎｇ，Ｗａｎｇ

Ｅｒｃｈｉ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ｒａｐｉｄ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ｎｃａｎｇＳｈａ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

ｌａｙａｎｓｙｎｔａｘｉ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ｐｉｓｏｄｉｃ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Ｒｉｖｅｒｆａｕｌｔ，ＡＧＵ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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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ｉｂｉｎ，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ＳＥＬＦ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

１５．

６９）ＴａｏＷｅｉ，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ｙｃｌｅ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ｆｏ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ｌｉｓｔｒ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

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７０）ＷｕＣｈｕａｎｙ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ＷａｎｇＨａ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

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ＷｕＧｕｏｄｏｎｇ，Ｆｌｏｗｅｒｓｔｒｕｃｕｔｒ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ｔ

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ｇｅｏ

ｄｅｓ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７１）ＷａｎｇＧｕｏｑｕａｎ，ＹａｎＢａｏ，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Ｇ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ｕｉ，Ｓｈｕｉ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ｆ，Ａｓｔａ

ｂｌｅ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ｆｏ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７２）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ＣｈｅｎＷｅｎ，ＨｏｕｇｈＢｒｉａｎ，ＱｉｕＨｕａｎｉ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

ｔａｏ，ＷｕＹｉｎｇ，ＹａｎｇＬｉ，４０Ａｒ／３９Ａｒ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ｕｐｅｒｇｅｎｅＫ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ｕｌｆａｔ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ｕＨａ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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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

１１—１５．

７３）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ＨｅｔｌａｎｄＥｒｉｃ，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Ｓｌｉｐｉｎｔｈｅ２０１５ＭＷ７９Ｇｏｒｋｈａ

ａｎｄＭＷ７３Ｋｏｄａｒｉ，Ｎｅｐ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Ｄｅｌａｙｅｄ

ｓｌｉｐｉｎｔｈｅＧｏｒｋｈａａｎｄｓｌｉｐｄｅｆｉｃｉ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

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７４）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Ｐｒｕｓｈ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

ｊｕ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ＧＵ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７５）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ＬｉｕＪｉｎｇ，ＳｃｈｅｒｌｅｒＤｉｒｋ，ＹｉｎＡ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ｎｇＭａｏｙｕｎ，Ｌｉ

Ｚｈａｎｆｅｉ，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ａ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ｌａｔｅ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ｃ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

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７６）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ＭａＪｉｎ，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ｙ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ｐｒｉｏｒｔｏ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３、在国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周永胜，岩石流变实验进展，矿田地质学研讨会，北京，２０１７６２４—２５。

２）陈九辉，赵盼盼，李昱，李顺成，郭飚，尹昕忠，接收函数和环境噪声联合反

演西秦岭地区地壳结构，中科大 ２０１７年地球物理前沿研讨会，安徽合肥，２０１７．

６２８—３０。

３）陈九辉，赵盼盼，李昱，李顺成，郭飚，尹昕忠，接收函数和环境噪声联合反

演西秦岭地区地壳结构，２０１７年北京大学国际青年学者地球物理前沿论坛暨中国大

陆现代地震观测技术研讨会，北京，２０１７６３０—７２。

４）焦中虎，地表下行长波辐射算法的比较研究，第一届热红外定量遥感学术研

讨会，四川成都，２０１７７７—９。

５）陈进宇，杨晓松，含水量对高喜马拉雅花岗质岩浆电导率影响的实验研究，

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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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戴文浩，周永胜，红河断裂脆塑性转化带揭示出的震源岩石变形，构造物理

与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７）党嘉祥，周永胜，基性麻粒岩高温流变实验研究，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石

力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８）何昌荣，摩擦愈合机制———不稳定滑动的根源，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石力

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９）汲云涛，黏滑前的变形场演化———基于大样品实验的研究，构造物理与高温

高压岩石力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１０）马胜利，高速摩擦实验与地震同震滑动机制，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石力

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１１）马玺，何昌荣，热水条件下斜长石摩擦滑动中压溶变形机制的微观结构证

据，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１２）苗社强，周永胜，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ｈｏｔ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ｃｒｅｅｐ

ｔｅｓｔｓ，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１３）牛露，周永胜，花岗岩强度特征与汶川地震孕震机制的实验研究，构造物理

与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１４）任雅琼，米尺度断层亚失稳阶段的应变与位移变化，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

岩石力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１５）田平，何昌荣，热水条件下透辉石的摩擦滑动研究，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

石力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１６）王丽凤，２０１１年日本东海 ９级大地震前有预滑吗？，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

石力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１７）王志伟，马胜利，雷兴林，重庆荣昌地区注水诱发地震时空分布特征，构造

物理与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１８）杨晓松，含碳断层泥电性特征对低速－高速摩擦滑动响应的实验研究，构造

物理与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１９）姚路，马胜利，陈建业，
!

本利彦，Ｆｌａｓｈｈｅａｔｉｎｇ及其触发的局部热压作用

对含水断层泥动态滑动的显著弱化效应，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会议，山西

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２０）姚文明，何昌荣，流变仪内置压力传感器研制，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石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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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２１）张姝，何昌荣，静压下斜长石压溶过程的实验研究及对愈合效应的启示，构

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会议，山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２２）周永胜，大陆下地壳流变实验进展，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会议，山

西太原，２０１７７２８—８１。

２３）艾明，尹金辉，郑文俊，毕海芸，任治坤，陈干，刘金瑞，基于无人机的 ＳｆＭ

摄影测量方法在活动构造定量研究中的精度分析，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２４）毕海芸，郑文俊，葛伟鹏，张培震，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重新确定青藏高

原东北缘合黎山南缘断裂的垂直位移分布及其构造意义，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

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２５）陈干，郑文俊，王旭龙，张培震，熊建国，俞晶星，刘兴旺，毕海芸，刘金

瑞，榆木山北缘断裂现今构造活动特征及其对青藏高原北东扩展的构造地貌响应，

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２６）陈进宇，ＦａｂｒｉｃｅＧａｉｌｌａｒｄ，ＡｒｎａｕｄＶｉｌｌａｒｏｓ，杨晓松，ＭｉｃｋａｅｌＬａｕｍｏｎｉｅｒ，

ＬａｕｒｅｎｔＪｏｌｉｖｅｔ，Ｍａｒｔｙｎ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ＬｅｌａＨａｓｈｉｍ，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Ｒｉｃｈａｒｄ，含水花岗质岩浆电

导率实验结果对高喜马拉雅动力学模型的启示，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２７）陈九辉，赵盼盼，李昱，郭飚，李顺成，接收函数和地震环境噪声联合反演

西秦岭地区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２８）陈小斌，崔腾发，蔡军涛，姜峰，王立凤，刘钟尹，赵国泽，韩冰，汤吉，詹

艳，川滇东部三维电性结构及动力学，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２９）陈小斌，崔腾发，蔡军涛，王立凤，刘钟尹，赵国泽，韩冰，汤吉，詹艳，姜

峰，鲜水河－小江断裂带及其邻区地壳电性结构分布图集编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

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３０）陈小斌，姜峰，韩冰，王立凤，赵国泽，鄂尔多斯地块岩石圈电性结构分区

特征及动力学解释，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３１）陈勇，陈九辉，青藏高原东北缘岩石圈结构的地震面波层析成像，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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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３２）崔腾发，陈小斌，郯庐断裂带南段大地电磁主轴方位统计分析及其动力学

意义，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３３）杜方，闻学泽，冯建刚，龙锋，六盘山断裂带的地震构造特征与强震危险背

景，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３４）甘卫军，喜马拉雅东构造结现今三维地壳形变的 ＧＰＳ观测研究，２０１７年中

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３５）葛玉魁，王成善，李亚林，钱信禹，张佳伟，刘静，渐新世—中新世藏南冈

底斯造山带南缘的埋藏和剥露历史：来自沉积学与低温热年代学的证据，２０１７年中

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３６）龚文瑜，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Ｍ．Ｄａｒｒｏｗ，ＦｒａｎｚＪ．Ｍｅｙｅｒ，ＲｏｎａｌｄＰ．Ｄａａｎｅｎ，利用星载

ＩｎＳＡＲ技术监测冻土碎裂面，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

１０１５—１８。

３７）韩冰，赵国泽，汤吉，陈小斌，王立凤，詹艳，ＣＳＥＬＦ电磁台网人工源信号

特征初步研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３８）韩娜娜，单新建，宋小刚，基于位错丛集的阿尔金断裂平顶山段－安南坝段

古地震事件的研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３９）郝重涛，姚陈，海底高速层径向波的理论地震图研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

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４０）何昌荣，压溶控制的不稳定滑动倾向于较低速滑移，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

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４１）李涛，陈杰，活动弯滑断层的地貌表现和形成条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

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４２）李涛，陈杰，许建红，活动弯矩断层的地貌表现、形成条件和在褶皱缩短中

所起的作用，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４３）李西，冉勇康，陈立春，于江，红河断裂中南段晚第四纪活动性研究，２０１７

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４４）李新男，张培震，郑文俊，冯希杰，李传友，李晓妮，徐红艳，陈干，艾明，

吕丽星，岐山－马召断裂的运动学特征及其构造意义，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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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李雪梅，张会平，马东山地区 （青藏高原东北缘）河流地貌特征及其构造

意义，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４６）李彦川，单新建，张国宏，刘云华，屈春燕，张迎峰，宋小刚，赵德政，韩娜

娜，２００８年汶川 ＭＷ７９地震震后形变对 ２０１３年芦山 ＭＷ６６地震的触发研究，２０１７

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４７）李志刚，刘静，ＲａｆａｅｌＡｌｍｅｉｄａ，ＪｕｄｉｔｈＨｕｂｂａｒｄ，孙闯，易桂喜，龙门山南段

地震危害性评估：１９７０大邑和２０１３芦山地震的启示，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４８）刘金瑞，任治坤，张会平，李传友，张竹琪，郑文俊，李雪梅，刘彩彩，海原

断裂带老虎山段晚第四纪滑动速率的蒙特卡洛方法限定结果及其意义，２０１７年中国

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４９）刘静，青藏高原东南缘新生代构造地貌特征与下地壳流动假说，２０１７年中

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５０）刘静，张金玉，ＤｅｖｉｎＭｃ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ＰｅｔｅｒＲｅｉｎｅｒｓ，王伟，ＲａｐｈａｅｌＰｉｋ，曾令森，

ＧｒｅｇＨｏｋｅ，谢克家，肖萍，青藏高原东南缘三江地区晚白垩纪以来的多期快速剥蚀

事件：来自低温热年代学研究的证据，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５１）刘启元，郭飚，陈九辉，李昱，青藏高原东缘岩石圈拆沉及上地幔流：多尺

度地震走时层析成像的结果，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

１０１５—１８。

５２）刘晓东，单新建，张迎峰，尹昊，用近场强震动记录快速获取熊本地震同震

位移并反演震源滑动分布，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

１８。

５３）刘晓霞，闻学泽，江在森，川滇块体东边界中段主要断裂震间变形状态研

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５４）刘云华，龚文瑜，单新建，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２５日阿克陶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

及发震构造研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５５）吕丽星，李传友，董金元，李新男，甘孜－玉树断裂带晚第四纪走滑速率与

滑动分解作用，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５６）马瑾，地震前的亚失稳阶段的探索———从实验室走向野外，２０１７年中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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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５７）马小林，石正国，晏宏，蒋汉朝，Ｗａｓｔｈｅｒｅａｐａｓｓａｇｅｔｏ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ＭｉｄＬａｔ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５８）蒲宗文，杨振宇，仝亚博，王恒，青藏高原东南缘保山地体上新世以来地壳

旋转运动的古地磁学研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

１８。

５９）齐少华，张培震，刘启元，陈九辉，李顺成，郭飚，李昱，赵盼盼，尹昕忠，

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分层各向异性的接收函数研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６０）乔鑫，屈春燕，赵德政，基于多平台多波段 ＩｎＳＡＲ数据的 ２０１５年尼泊尔地

震 ３Ｄ形变场研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６１）屈春燕，赵德政，单新建，胡植庆，张国宏，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Ａ／ＩＷ升降轨数据及

ＧＰＳ数据共同揭示的 ２０１６年台湾南部 ＭＷ６３地震地表变形和断层破裂特征，２０１７

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６２）任治坤，小口高，张培震，２００４年日本中越地震引起的地貌变化及其构造

意义，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６３）ＳｈａｈＳｙｅｄＴａｌｌａｔａｆＨｕｓｓａｉｎ，赵俊猛，ＢｈａｔｔｉＺａｈｉｄＩｍｒａｎ，肖骑彬，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ＩＳＺ）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ＮＮＥ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

１８。

６４）苏琦，谢虹，袁道阳，张会平，青海南山走向上的地貌差异及其构造意义，

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６５）孙翔宇，詹艳，李陈侠，赵凌强，东昆仑断裂带中段 （托索湖段）深部结构

大地电磁探测，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６６）孙翔宇，詹艳，赵凌强，四川长宁地震窗深部介质电阻率结构大地电磁三维

探测研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６７）王丽凤，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Ｌｙａｋｈｏｖｓｋｙ，马胜利，ＹｅｈｕｄａＢｅｎｚｉｏ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ａｄａｍａｇｅ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ｍｏｄｅｌ，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

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６８）王伟，曾令森，云南剑川盆地晚古近纪高 ＢａＳｒ花岗岩成因及其在地壳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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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指示意义，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６９）王伟涛，张培震，郑德文，郑文俊，张会平，刘彩彩，青藏高原东北缘柴达

木新生代盆地构造变形过程，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

１０１５—１８。

７０）王伟涛，张培震，郑德文，郑文俊，张会平，刘彩彩，青藏高原东北缘祁连

山新生代隆升过程及其对高原扩展的指示意义，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７１）王一舟，张会平，郑德文，俞晶星，结合坡度－面积分析法、积分法和统计

检验分析基岩河道高程剖面，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

１０１５—１８。

７２）王志伟，王小龙，马胜利，雷兴林，刘培洵，重庆荣昌地区注水诱发地震时

空分布特征，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７３）向亮，宋冬梅，时洪涛，单新建，尹京苑，基于 ＤＥＭＥＴＥＲ电磁卫星数据的

２０１０年智利地震电离层多参量研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７４）谢瑞环，宋冬梅，臧琳，单新建，屈春燕，基于透热指数法的青藏高原地区

活动断层识别，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７５）许建红，陈杰，李涛，张博
"

，西昆仑山前固满背斜带活动弯矩断层陡坎与

强震，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７６）闫岩，陈思雨，张姝，汪旭，王晓程，内蒙古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现状及发

展前景，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７７）姚路，马胜利，陈建业，
!

本利彦，Ｆｌａｓｈｈｅａｔｉｎｇ触发的局部热增压效应导

致水饱和断层泥出现急速动态弱化，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７８）尹昊，单新建，王振杰，高频 ＧＰＳ和强震仪数据在汶川地震参数快速确定

中的初步应用，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７９）尹昕忠，陈九辉，彭志刚，刘启元，郭飚，李顺成，２００８年汶川 ＭＷ７９地震

前后微震活动的时空演化，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

１８。

８０）袁兆德，刘静，王伟，邵延秀，阿尔金断裂中段索尔库里段 ７千年以来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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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记录，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８１）曾蒂，陈立春，陈顺云，基岩地温与强震活动关系———以芦山地震、康定地

震为例，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８２）詹艳，孙翔宇，赵国泽，赵凌强，向小娟，胡亚轩，胡久常，海南琼东北火山

岩浆系统大地电磁三维探测成像研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８３）张波，王爱国，邵延秀，邹小波，王金烁，小型无人机机载 ＬｉＤＡＲ在活动断

层调查中的应用———以西秦岭北缘断裂漳县段为例，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８４）张博
"

，陈杰，尹金辉，李跃华，李盛华，许建红，王浩然，尼泊尔喜马拉雅

远西区主前缘逆断裂推覆体 （ＭＦＴ）全新世晚期滑动速率的限定，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

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８５）张广利，郝重涛，姚陈，海底界面反射和透射系数解析研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

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８６）张国宏，ＥｒｉｃＨｅｔｌａｎｄ，单新建，ＭａｒｔｉｎＶａｌｌｅｅ，刘云华，张迎峰，屈春燕，强

震动波形和空间测地数据联合反演 ２０１３年芦山 ＭＷ６８地震震源破裂过程及其后向

逆冲断层滑动现象讨论，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

１８。

８７）张会平，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８８）张会平，张培震，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Ｃｒａｄｄｏｃｋ，郑德文，郑文俊，王伟涛，青藏高原

东北缘茶卡－共和地区中新世以来的构造变形及地貌演化，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

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８９）张会平，张培震，袁道阳，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Ｃｒａｄｄｏｃｋ，ＲｉｃｈａｒｄＯ．Ｌｅａｓｅ，ＰｅｔｅｒＭｏｌ

ｎａｒ，王伟涛，郑德文，郑文俊，青藏高原东北缘茶卡盆地新近系磁性地层及其构造意

义，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９０）张金玉，刘静，ＤｉｒｋＳｃｈｅｒｌｅｒ，ＡｎＹｉｎ，王伟，唐茂云，李占飞，青藏高原东

南缘侵蚀速率的时空变化规律：来自晚第四纪澜沧江河流下切历史的约束，２０１７年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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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张晶，闻学泽，曹建玲，闫伟，杨永林，苏琴，由数十年跨断层测量资料研

究鲜水河断裂带北西段地表蠕滑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

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９２）张逸鹏，张培震，王伟涛，西秦岭徽成盆地早白垩纪－晚第三纪构造演化及

其大地构造意义，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９３）张迎峰，郑博文，温少妍，张国宏，单新建，刘云华，２０１６年与１９８６年青海

门源地震发震关系研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

１８。

９４）赵德政，屈春燕，单新建，龚文瑜，基于多轨道、长条带 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数

据的 ２００１年 ＭＷ７８昆仑地震震后时序形变监测研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

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９５）赵国泽，韩冰，陈小斌，王立凤，汤吉，詹艳，肖骑彬，姜峰，基于ＣＳＥＬＦ台

网数据对云南漾濞 ５１级地震前电磁异常初步分析，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９６）赵凌强，詹艳，王庆良，孙翔宇，陈小斌，杨皓，郝明，祁连山东段尾端深部

电性结构特征探测研究，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

１８。

９７）赵由佳，基于连续与非连续单元法汶川地震断裂动力学的研究，２０１７年中

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９８）郑文俊，张晗，毕海芸，张培震，任治坤，刘兴旺，海原断裂东段 （三塘段）

强震活动特性的三维重建和古地震事件精确限定，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９９）钟美娇，单新建，张元生，张学民，屈春燕，日本地震前热红外及 ＴＥＣ变

化，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１００）周永胜，ＨｅｌｅｎＣ．Ｐ．Ｌａｃｅｙ，焦裕，压溶对碳酸盐断层滑动行为的控制作

用，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１０１）周永胜，断层脆塑性转化带在地震周期不同阶段的变形特征，２０１７年中国

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７１０１５—１８。

１０２）张会平，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ｂａｓｅｌｅｖｅｌｆａｌｌｉｎ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２０１７年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江苏南京，２０１７．１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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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１０３）陈杰，帕米尔－天山会聚带晚第四纪河流阶地对气候变化、构造活动的响

应，２０１７年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江苏南京，２０１７１１２０—２２。

１０４）张会平，青藏高原东北缘共和盆地地区中新世构造变形与地貌演化过程，

第一届地质年代学及应用青年论坛，湖北武汉，２０１７１１２５—２６。

１０５）陈小斌，鲁甸地震的发震构造与动力学过程：来自三维电性结构的推断，

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 （第 ７１次）：地球深部结构与强震孕育过程，广东珠海，

２０１７１２２—３。

１０６）刘启元，流动宽频带地震台阵：大陆强震区孕震构造环境研究，科学与技

术前沿论坛 （第 ７１次）：地球深部结构与强震孕育过程，广东珠海，２０１７１２２—３。

１０７）马胜利，断层带物理力学性质与地震发生机制，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 （第

７１次）：地球深部结构与强震孕育过程，广东珠海，２０１７１２２—３。

１０８）赵国泽，大陆活动构造边界带深部电性结构特征，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

（第 ７１次）：地球深部结构与强震孕育过程，广东珠海，２０１７１２２—３。

１０９）周永胜，断层脆韧性转化带变形机制、流体、与成矿，第八届全国成矿理

论与找矿方法学术讨论会，江西南昌，２０１７１２９—１４。

五、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

序号 名　称 类　别 编　号 国　别 完成人

１ 动态 ＧＰＳ三维测量精度
检测便携式振动台

发明专利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１２００５５６ 国内

甘卫军，景　琦，
殷海涛，程增杰，

张克亮，宋兆山，

肖根如，梁诗明，

苏利娜，丁晓光

２ 极低频时间序列处理软件

（Ｖ１０） 软件证书 ２０１７ＳＲ２４９８２４ 国内 陈小斌

３ 极低频电磁异常分析软件

（Ｖ１０） 软件证书 ２０１７ＳＲ２４９９８０ 国内 陈小斌

４ 多信息综合异常分析软件

（Ｖ１０） 软件证书 ２０１７ＳＲ２４９９５８ 国内 陈小斌

５ 数据集成与动态成像软件

（Ｖ１０） 软件证书 ２０１７ＳＲ２４９９４８ 国内 陈小斌

６ 极低 频 数 据 服 务 软 件

（Ｖ１０） 软件证书 ２０１７ＳＲ２４９９４２ 国内 陈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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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　称 类　别 编　号 国　别 完成人

７ 极低频台站数据快视软件

（Ｖ１０） 软件证书 ２０１７ＳＲ２４９９３１ 国内 陈小斌

８ 人工源极低频电磁波场模

拟软件 （Ｖ１０） 软件证书 ２０１７ＳＲ２４９８８３ 国内 陈小斌

９ 大尺度三维电性结构快速

反演软件 （Ｖ１０） 软件证书 ２０１７ＳＲ２５０１３６ 国内 陈小斌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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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并行化逆时追踪算法的微

地震 （声发射）定位方法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７Ｂ０１ 河海大学，巴晶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２
高温高压下碳酸盐熔体对橄榄

岩流变性质的影响
ＬＥＤ２０１７Ｂ０２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黄晓葛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３
新疆塔什库尔干晚第四纪堰塞

湖湖相沉积的古地震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７Ｂ０３ 北京工业大学，梁莲姬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４
剪切变形与流体对花岗岩流变

影响的高温高压实验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７Ｂ０４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

学研究所，刘贵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５
帕米尔东北缘三叠纪花岗岩新

生代隆升历史
ＬＥＤ２０１７Ｂ０５ 河北工程大学，刘浪涛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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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ＥＤ２０１７Ｂ０６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邵同宾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７
全球地震的震源尺度规律及其

内在动力学机制
ＬＥＤ２０１７Ｂ０７ 香港中文大学，杨宏峰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８

基于 ＭＴ数据和地幔动力学模拟
研究龙门山构造带及汶川地震

区的地壳／岩石圈高精度黏度结
构

ＬＥＤ２０１７Ｂ０８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

究所，朱涛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９
怒江断裂带现今构造形变与地

质地震灾害危险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７Ｂ０９ 北京大学，沈正康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２、国 （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３—１７日，英国阿尔斯特大学毕亚新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

２）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１６—１７日，韩国光州科技学院金庆烈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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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做了题为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ｒｅｇｉｏｎ

ａｔＧｏｓｏｎ，ＪｅｊｕＩｓｌａｎｄ，Ｋｏｒｅａ”的报告。

３）２０１７年 ３月 ２０日—４月 ８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生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Ｐｒｕｓｈ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做了题为①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ｓ：Ａ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和②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ｃｌａｓｔ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ａｔｉｎｇ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ｕｓｉｎｇ１０Ｂ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ｓ”的报告。

４）２０１７年 ４月 ２５日，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 ＭａｒｔｙｎＵｎｓｗｏｒｔｈ教授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Ｆｉｒｅ，ｉｃｅａｎｄｐｅｎｇｕｉｎ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ＭｏｕｎｔＥｒｅ

ｂｕｓ”的报告。

５）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４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尹安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

交流，做了题为 “Ｗｈｙａｒｅｓｌｏｗ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ｓｌｏｗ？”的报告。

６）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１１—１２日，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段本春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

７）２０１７年 ５月１５日—６月１４日，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博士生 ＡｒｅｎｄｊｅＪｏｚｉｎａＬｏｕ

ｉｓｅ访问实验室，开展实验合作研究。

８）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１８—１９日，丹麦奥胡斯大学 ＡｎｄｒｅｗＭｕｒｒａｙ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Ｌａｔｅ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ｒｏｃｋｓｕｒ

ｆａｃｅｓ”的报告。

９）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１８—１９日，丹麦奥胡斯大学博士后 ＲｅｚａＳｏｈｂａｔｉ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

１０）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８日—６月２日，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ＯｌａｆＺｉｅｌｋｅ

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开设 “高精度 ＤＥＭ数据在活动构造研究”短期课

程，做了题为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ｋｅｓ”的报告。

１１）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２１—２３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人员王腾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

１２）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２１—２６日，德国地学研究中心汪荣江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

１３）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２６日，丹麦奥胡斯大学 ＡｎｄｒｅｗＭｕｒｒａｙ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做了题为①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② “ＳＡＲａｎｄｂｅｔ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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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ｒｃ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③ “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ｏｓｅｒａｔｅ”；④ “ＯＳＬａｇ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的报告。

１４）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７日—６月３０日，日本
!

本利彦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实验研

究和高速摩擦设备改造。

１５）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３日—７月１日，美国罗切斯特大学ＣａｒｍａｌａＧａｒｚｉｏｎｅ教授访问

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１６）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１３日—７月 １日，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博士生 ＦａｂｉａｎａＲｉｃｈｔｅｒ访

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１７）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２８日—７月 ５日，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雷兴林研究员访问

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１８）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１０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彭志刚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

交流，做了题为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Ｚｉｐｉｎｇｐ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的报告。

１９）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３１日—８月 ４日，孟加拉国贾汗吉尔纳戈尔大学 ＳｕｆｉＭｏｓｔａｆｉｚ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教授访问实验室。

２０）２０１７年７月３１日—８月３０日，德国波茨坦大学ＥｄｗａｒｄＳｏｂｅｌ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联合野外考察和学术交流。

２１）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３１日—８月 ３０日，德国哥廷根大学 ＪｏｎａｓＫｌｅｙ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联合野外考察和学术交流。

２２）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３１日—８月 ３０日，德国波茨坦大学博士生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Ｒｅｍｂｅ访

问实验室，开展联合野外考察和学术交流。

２３）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２２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博士后陈晓锋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ｈｅ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ｐｏｗｄｅｒ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ｌｔ”的报告。

２４）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２３日—９月 ２３日，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博士生 ＨｅｌｅｎＬａｃｅｙ

访问实验室，开展断层摩擦滑动与地震实验研究。

２５）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０日—９月２９日，日本
!

本利彦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实验研

究和高速摩擦设备改造。

２６）２０１７年 ９月２—２０日，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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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０１７年 ９月 １７—１８日，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李振洪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做了题为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ａｄ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ｆｇｅｏ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ｉｓｋ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的报告。

２８）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０日，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Ｓａｌａｚａｒ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

２９）２０１７年 ９月 ２０日，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 ＰｒａｄｅｅｐＢｈａｔｔａｄ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

３０）２０１７年 ９月２２日—１０月１０日，法国巴黎地球物理学院 ＹａｎＫｌｉｎｇｅｒ教授访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野外考察。

３１）２０１７年 ９月 ２２日—１０月 １０日，法国巴黎地球物理学院博士生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ＮｉｃｏｌａｓＬａｕｅｒ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野外考察。

３２）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６—１５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ｍｅｓＳｐｉｅｒｓ教授访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开设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

短期课程，做了题为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ｏｗｔｏｂｅａｔｔｈｅｎａｔｉｖｅｓａｔｔｈｅｉｒｏｗｎ

ｇａｍｅ！”的报告。

３３）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７—８日，韩国光州科技学院金庆烈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

３４）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１４—１９日，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翁辉辉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

３５）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１８—１９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ＲｏｂｅｒｔＷｉｎｔｓｃｈ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

３６）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２７—３０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邢会林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从断层系统摩擦失稳分析点滴谈起”的报告。

３７）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１４日，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ＧｉｕｌｉｏＤｉＴｏｒｏ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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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１５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Ｒｏｂｅｒ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

３９）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２２—２３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人员王腾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

４０）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２２—２６日，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Ｐ．ＭａｒｔｉｎＭａｉ教授访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７年度报告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ｇｅｏ

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ａｕｌｔｓ”的报告。

４１）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１０日，以色列地质调查局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Ｌｙａｋｈｏｖｓｋｙ研究员访问

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ｄａｍａｇ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Ｂａｓ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ＯｌａｆＺｉｅｌｋｅ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并开设短期课程

丹麦奥胡斯大学 ＡｎｄｒｅｗＭｕｒｒａｙ教授访问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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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ｍｅｓＳｐｉｅｒｓ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开设短期课程

法国巴黎地球物理学院 ＹａｎＫｌｉｎｇｅｒ教授和博士生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ＮｉｃｏｌａｓＬａｕｅｒ

访问实验室，并开展野外联合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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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ＧｉｕｌｉｏＤｉＴｏｒｏ教授访问实验室

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Ｐ．ＭａｒｔｉｎＭａｉ教授访问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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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地质调查局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Ｌｙａｋｈｏｖｓｋｙ研究员访问实验室

３、实验室人员出国 （境）情况

１）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１日—１２月 ３１日，庞建章工程师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访问。

２）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２—１４日，胡钢副研究员赴孟加拉开展野外考察，研究布拉马普

特拉河流域沉积特征。

３）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２—１４日，王萍研究员赴孟加拉开展野外考察，研究布拉马普特

拉河流域沉积特征。

４）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２日—４月 ２日，汲云涛助理研究员赴香港中文大学开展学术交

流。

５）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１０日，博士生王伟赴法国马赛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

６）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２１—２４日，周永胜研究员赴英国诺丁汉大学开展实验变形样品

微观结构研究和学术交流。

７）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２５日—２月 ５日，周永胜研究员赴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开展

实验变形样品微观结构研究和学术交流，并做了题为 “Ｃｒｅｅｐｏｆ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ｇａｂｂｒｏ

ｕｎｄｅｒｄｒｙａｎｄｗｅ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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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３１日—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３０日，张雷助理研究员赴加拿大麦吉尔大

学访问。

９）２０１７年 ２月 １３—２７日，博士生姚文倩赴泰国、缅甸参加古地震探槽研讨会，

并前往缅甸东北地区塔莱镇实地踏勘。

１０）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９—２５日，王丽凤副研究员赴新西兰惠灵顿参加第十届统计地

震学国际研讨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做了题为 “Ｔｏｗｈｉｃｈ

ｌｅｖｅｌｄｉｄｔｈｅ２０１０Ｍ８８Ｍａｕｌ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ｉｌｌｔｈｅｐｒ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ｇａｐ？”的报告。

１１）２０１７年 ３月 ６—１８日，甘卫军研究员赴缅甸蒙育瓦大学开展合作研究，并

赴野外开展 ＧＰＳ观测站勘选、建造与观测工作。

１２）２０１７年３月６—１８日，梁诗明助理研究员赴缅甸蒙育瓦大学开展合作研究，

并赴野外开展 ＧＰＳ观测站勘选、建造与观测工作。

１３）２０１７年 ３月 ６—１８日，张克亮副研究员赴缅甸蒙育瓦大学开展合作研究，

并赴野外开展 ＧＰＳ观测站勘选、建造与观测工作。

１４）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２—２９日，姚路副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欧洲地球科学联

合会会员大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７）。

１５）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２—２９日，博士后段庆宝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欧洲地球科学联

合会会员大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７）。

１６）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２—２９日，博士生成里宁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欧洲地球科学联

合会会员大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７）。

１７）２０１７年 ４月 ２２日—５月 １７日，覃金堂副研究员赴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开展

沉积物释光测年精度和释光热年代学数据反演冷却速率对比研究。

１８）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１５日—７月 １３日，毕海芸副研究员赴英国牛津大学开展合作

研究，获取活动构造和历史地震破裂的地形数据，并进行定量研究。

１９）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８—２７日，覃金堂副研究员赴瑞士洛桑大学开展沉积物释光测

年精度和释光热年代学数据反演冷却速率对比研究。

２０）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０—２６日，郭飚副研究员赴日本千叶参加日本地球科学联合会

与美国地球物理学会联合学术会议 （ＪｐＧＵＡＧＵＪｏｉｎｔ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

２１）２０１７年６月 ５—９日，屈春燕研究员赴芬兰赫尔辛基参加 Ｆｒｉｎｇｅ２０１７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

２２）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５—９日，宋小刚副研究员赴芬兰赫尔辛基参加 Ｆｒｉｎｇｅ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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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２３）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５—９日，孙建宝研究员赴芬兰赫尔辛基参加 Ｆｒｉｎｇｅ２０１７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做了题为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ｆｒｏｍ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ｒａ

ｄ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ｄａｔａ”的报告。

２４）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２５日—７月 １日，孙建宝研究员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中欧科技

合作 “龙计划”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Ｄｒａｇｏ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做了题为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ｎｅａｒ

ｆｉｅｌ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ｆｒｏｍ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ｒａｄ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的报告。

２５）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２５日—７月 １日，韩冰工程师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中欧科技合

作 “龙计划”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Ｄｒａｇｏ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做了题为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ｏ

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ｆｉｒｓｔＣＳＥＬＦｎｅｔ

ｗｏｒｋ”的报告。

２６）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２５日—７月 １日，赵国泽研究员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中欧科技

合作 “龙计划”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Ｄｒａｇｏ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２７）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２—２３日，刘进峰副研究员赴丹麦 Ｒｉｓｏ国家实验室开展岩石暴

露年龄释光测年研究和学术交流。

２８）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５—９日，闻学泽研究员赴新加坡参加第 １４届亚洲大洋洲地球

科学学会年会 （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９）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５—９日，张会平研究员赴新加坡参加第 １４届亚洲大洋洲地球

科学学会年会 （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做

了题为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ｂａｓｅｌｅｖｅｌｆａｌｌ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的报告。

３０）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５—９日，博士生王伟涛赴新加坡参加第 １４届亚洲大洋洲地球

科学学会年会 （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做

了题为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

ｅａｕ”的报告。

３１）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５—９日，甘卫军研究员赴新加坡参加第 １４届亚洲大洋洲地球

科学学会年会 （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做

了题为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ｆｏｒｅ

２０１６ＭｅｎｙｕａｎＭＳ６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的报告。

３２）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５—９日，王丽凤副研究员赴新加坡参加第 １４届亚洲大洋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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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科学学会年会 （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３３）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５—９日，陶玮副研究员赴新加坡参加第 １４届亚洲大洋洲地球

科学学会年会 （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３４）２０１７年８月５—９日，梁诗明助理研究员赴新加坡参加第 １４届亚洲大洋洲地

球科学学会年会 （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３５）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５—９日，刘彩彩副研究员赴新加坡参加第 １４届亚洲大洋洲地

球科学学会年会 （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３６）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５—９日，毕海芸副研究员赴新加坡参加第 １４届亚洲大洋洲地

球科学学会年会 （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３７）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１３—２０日，马严副研究员赴法国巴黎参加第 ２７届戈尔德施密

特地球化学大会 （２７ｔｈ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３８）２０１７年９月９—１８日，陈杰研究员赴南非开普敦参加第１５届国际释光与电子

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

３９）２０１７年 ９月９—１８日，杨会丽工程师赴南非开普敦参加第１５届国际释光与

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

Ｄａｔｉｎｇ）。

４０）２０１７年９月９—１８日，博士生罗明赴南非开普敦参加第１５届国际释光与电子

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

４１）２０１７年 ９月９—１８日，尹功明研究员赴南非开普敦参加第１５届国际释光与

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

Ｄａｔｉｎｇ）。

４２）２０１７年 ９月９—１８日，韩非副研究员赴南非开普敦参加第１５届国际释光与

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

Ｄａｔｉｎｇ）。

４３）２０１７年 ９月９—１８日，覃金堂副研究员赴南非开普敦参加第１５届国际释光

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

Ｄａｔｉｎｇ），做了题为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ｏｓｔＩＲＩＲＳ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ｆ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ｓｆｒｏｍ

ａｓａｎｄｙｆｌｕｖｉ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ｆｒｏｍ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的报告。

４４）２０１７年 ９月９—１８日，刘进峰副研究员赴南非开普敦参加第１５届国际释光

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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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ｔｉｎｇ）。

４５）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０—１３日，刘静研究员赴美国洛杉矶棕榈泉参加南加州地震研

究中心年会 （２０１７ＳＣＥＣ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４６）２０１７年 ９月 １４日，刘静研究员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开展学术

交流。

４７）２０１７年 ９月 １５日，刘静研究员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访问，开展学术交流，

做了题为 “Ｎｏｎ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Ｔｉｂｅｔ”的报告。

４８）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１５日—１１月 １３日，姚路副研究员赴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开展

纳米颗粒断层泥的微结构观测、电导率测定以及环剪摩擦实验。

４９）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２５日—１１月 ２３日，博士后葛玉魁赴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地

球科学研究所，就青藏高原侧向扩展和抬升、以及高原边缘地貌演化等问题开展学

术交流和讨论。

５０）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２５—２８日，马瑾研究员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参加第九届中

亚天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会，做了题为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ｏｆｍｅｔａ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ｆｏｒ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报告。

５１）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２５—２８日，陈杰研究员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参加第九届中

亚天山地震国际学术研讨会，做了题为 “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Ｔｉａｎ

Ｓｈａｎ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ｚｏｎｅ，ＮＷ Ｃｈｉｎａ”的报告。

５２）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５—１２日，周永胜研究员赴以色列耶路撒冷参加第 １２届欧洲

岩石物理与地质力学研讨会 （１２ｔｈＥｕｒ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ｃｋ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ｓ），做了题为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ａｔ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ｗｅ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的报告，并赴死海断裂带开展地质考察。

５３）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５—１２日，汲云涛助理研究员赴以色列耶路撒冷参加第 １２届

欧洲岩石物理与地质力学研讨会 （１２ｔｈＥｕｒ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ｃｋ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并赴死海断裂带开展地质考察。

５４）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５—１２日，卓燕群助理研究员赴以色列耶路撒冷参加第 １２届

欧洲岩石物理与地质力学研讨会 （１２ｔｈＥｕｒ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ｃｋ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并赴死海断裂带开展地质考察。

５５）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２８日—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２６日，博士生成里宁赴德国汉诺威大学

攻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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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１０日，刘静研究员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开展合作研

究与交流，探讨进一步合作研究的内容，共同提升和整理研究成果。

５７）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１—１５日，刘静研究员赴美国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７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做了题

为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ｏｆｆａｓｔ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Ｒｅ

ｇｉｏｎ，ＳＥＴｉｂｅｔ，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的报告。

５８）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１—１５日，陈杰研究员赴美国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７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

５９）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１—１５日，何昌荣研究员赴美国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地球物理

学会 ２０１７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做了

题为 “Ｗｅａｋ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ｉｎｇ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的报告。

６０）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１—１５日，汤吉研究员赴美国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７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

６１）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１—１５日，张会平研究员赴美国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地球物理

学会 ２０１７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做了

题为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

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的报告。

６２）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１—１５日，龚文瑜副研究员赴美国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２０１７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做了题为

“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Ｄ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的报告。

６３）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１—１５日，陶玮副研究员赴美国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地球物理

学会 ２０１７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

６４）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１—１５日，马玺工程师赴美国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７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

６５）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１—１５日，汲云涛助理研究员赴美国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地球

物理学会 ２０１７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

６６）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１—１５日，卓燕群助理研究员赴美国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地球

物理学会 ２０１７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

６７）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１—１５日，博士后齐少华赴美国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地球物理

学会 ２０１７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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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１—１５日，博士生陈一方赴美国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地球物理

学会 ２０１７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

６９）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１—１５日，博士生黄元敏赴美国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地球物理

学会 ２０１７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７）。

庞建章工程师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访问

王萍研究员（左二）、胡钢副研究员 （左一）赴孟加拉开展野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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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助理研究员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访问

王丽凤副研究员（二排左三）赴新西兰惠灵顿参加第十届统计地震学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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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卫军研究员（右四）、张克亮副研究员 （右三）、梁诗明助理研究员 （左二）

赴缅甸蒙育瓦大学开展合作研究，并赴野外开展 ＧＰＳ观测站勘选、建造与观测工作

覃金堂副研究员（左一）、韩非副研究员 （左二）、尹功明研究员 （左四）、

陈杰研究员 （右四）、杨会丽工程师 （右三）、刘进峰副研究员 （右二）、

博士生罗明 （右一）赴南非开普敦参加第 １５届国际释光
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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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研究员赴美国洛杉矶棕榈泉参加南加州地震研究中心年会

汲云涛助理研究员赴以色列耶路撒冷参加第１２届欧洲岩石物理与地质力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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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实验室承办的大型会议

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２８日—８月 １日，由中国地震学会构造物理专业委员会、中国岩石

力学与工程学会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 “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与构造物

理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太原召开，本次会议由实验室与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

学会联合承办。

来自国内地震系统、中国科学院系统、地矿系统以及高等院校的 ８０多名科研人

员和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对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与构造物理领域所涉及的岩石物理

实验、理论数值模拟及高温高压实验技术等研究方向开展了广泛交流和讨论。研讨

会后，参会人员前往太原理工大学原位改性采矿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清徐地裂缝和

交城断裂带进行了实地参观考察。

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石力学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中国科学院学部第７１次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 “地球

深部结构与强震孕育过程”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举办。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办，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科学院学部学术与出版工作委员会共同承办，中山大学、地

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中国科学》杂志社协办。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地球

科学与资源学院王成善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朱日祥院士和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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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培震院士共同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本次论坛旨在推动 “地球深部结构与强震孕育过程”研究领域前沿科学理论和

技术探索，促进深部地球探测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应用，服务于国家的防震减灾

事业，促进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及学术交流，倡导科学民主，鼓励学术争鸣。来自中国

科学院系统、中国地震局系统相关研究单位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方

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长江大学等单位的地震科学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与了论坛的学术交

流和讨论。

中国科学院学部第 ７１次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 “地球深部结构与强震孕育过程”

５、实验室开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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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实施 “科技活动周”活动。在 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１２日，即中国

第 ９个 “防灾减灾日”，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和北京大学的二十多名学生来实验

室参观。实验室副主任陈杰研究员和甘卫军研究员简要介绍了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概况和最新研究进展、以及 ＧＰＳ地壳运动观测技术及其在青藏高原研究中的

应用，并详细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随后同学们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参

观了实验室各个研究单元。在参观过程中，实验室各位老师不仅结合展板和自己的

科研项目展开了认真细致的介绍，还为同学们提供了部分仪器设备的操作示范。参

观过程中，同学们兴趣浓厚，积极提问并动手操作，部分感兴趣的同学甚至主动提出

在参观活动结束后继续与工作人员保持进一步交流。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同学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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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和北京大学学生在实验室参观

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在实验室开展实验研究

地震研究的了解，更提供了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拓宽了科学研究视野。

实验室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教育实习基地。２０１７年 ４—５月，根据中国科学院

大学 “岩石物理学”课程安排，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中国科学院大学 ４０多

名研究生在实验室先后完成了岩石渗透率测量、岩石弹性波测量、岩石单轴压缩实

验、陶瓷高速摩擦实验和双剪断层黏滑实验。实验室实践活动是课堂内容的延伸，使

学生对岩石物理学及地震科学研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为今后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基

础。

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１７—２０日，实验室协助依托单位在京举办 “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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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２０名营员分别来自国内多所地质类高校。夏令营期间，同学们首先参观了地

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之后聆听了马胜利研究员、陈九辉研究员、甘卫军研究

员、何昌荣研究员、张会平研究员等多位研究人员做的相关领域学术报告。夏令营活

动的开展，增进了同学们对地震科学研究的了解，加强了同学们对地震研究事业的

关注和兴趣，为优秀大学生提供了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

参加 “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的学生参观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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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重 大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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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及东北缘晚新生代构造变形与形成过程

新生代早期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的碰撞及其持续楔入作用不仅形成了号称 “世

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还在亚洲大陆内部形成了一系列规模巨大的活动断裂带，控

制着强烈地震的孕育和发生，并对周边地区的地貌格局、环境演化和自然灾害产生

重大影响。有关青藏高原晚新生代形成与演化的理论不仅是国际大陆动力学研究的

核心和前沿热点，也是研究中国大陆地震构造环境、生态环境演变和减轻自然灾害

的重要内容。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９７３等项目的支持下，实验室始终以青藏高原及其周边

晚新生代构造变形与形成过程为研究目标，从相互关联的 ２个方面开展了长达 ２０多

年的持续研究：首先是利用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的观测资料，研究了整个高原尺度

的变形格局、运动速率和应变分配，定量揭示了高原现今构造变形状态；第二是以青

藏高原最新组成部分 （东北缘）为研究对象，从构造变形、山脉隆升、盆地消亡和

地貌演化等方面，系统解剖了高原晚新生代的形成过程。其重要的科学发现可以归

纳为以下 ３个方面：

１、青藏高原及周边现今构造变形和应变状态

青藏高原及周边现今构造变形的几何学和运动学是研究其动力过程的重要基础

和约束条件，在活动构造和地震活动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 ＧＰＳ观测资料分析，揭

示了青藏高原及周边现今地壳运动的速度场和变形状态 （图 １）。相对于稳定的西伯

利亚，印度和欧亚板块的相对运动为 ３６～４０ｍｍ／ａ，其中喜马拉雅碰撞带的缩短速率

大约为 １６～１８ｍｍ／ａ，青藏高原内部的缩短速率为 １３～１４ｍｍ／ａ，柴达木—祁连山的缩

短速率为５～６ｍｍ／ａ，而只有大约２ｍｍ／ａ的相对运动被蒙古—西伯利亚广大地区的弥

散性地壳缩短所吸收调整。

ＧＰＳ研究结果还揭示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应变率场。高原周边以收缩应变为

主，表现为地壳缩短增厚，形成一系列高海拔山脉，控制着逆冲型强震的孕育和发

生；高原内部以扩张和剪切应变为主，表现为 ＥＷ向的地壳拉张伸展，速率可达～

２０ｍｍ／ａ；高原内部地壳物质的东流分别在高原南、北部形成宽达数百千米的右旋和

左旋剪切带；青藏高原的所谓 “向东挤出”，不是刚性岩石圈块体在走滑断裂夹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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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ＧＰＳ观测获得的青藏高原相对于稳定的欧亚板块的应变速率场

的向东滑移，而是高原内部岩石圈物质的向东流动和绕喜马拉雅东构造结的顺时针

旋转 （图 １）。

图 ２　青藏高原东北缘活动构造图

通过主要活动断裂带滑动速率、应变分配和古地震的定量研究 （图 ２），发现青

藏高原东北缘主要发育三组控制本区构造变形的活动构造带：ＮＥＥ向主边界走滑断

裂，全新世滑动速率小于～１０ｍｍ／ａ；ＮＷＷ向区域逆冲断裂和褶皱，单条逆冲断裂的

逆冲和缩短速率为 ０５～１０ｍｍ／ａ；ＮＮＷ向端部调整断裂和褶皱，其走滑速率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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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ｍｍ／ａ；三组活动断裂和褶皱相互作用与转换，构成青藏高原东北缘的构造变形图

像，作为区域孕震构造控制着强烈地震的发生。以地壳缩短为特征的构造变形分布

于全区众多活动断裂及褶皱之上，是本区构造变形和地貌形成的主要动力来源；

ＮＮＷ走向的逆冲断裂和褶皱带主要分布在大型左旋走滑断裂的端部，调节着 ＮＥＥ

向主边界断裂走滑位移而产生的地壳物质运移。

２、青藏高原东北缘晚新生代构造演化与形成过程

实验室团队以盆山耦合为主线开展研究，通过低温构造热年代学研究山脉的隆

升时代和幅度，通过磁性地层、沉积演化、物源示踪等方法研究沉积盆地的形成、发

展和消亡，重塑了青藏高原东北缘盆山体系的时空形成过程 （图 ３）。

图 ３　青藏高原东北缘祁连山隆起和向外扩展的时空演化

新生代早、中期，位于昆仑山以北的柴达木、祁连山和宁夏南部等地区的青藏高

原东北缘是巨大的内陆沉积盆地，随着新生代晚期高原向外扩展，这一盆地系统受

构造变形破坏而解体，形成逆冲断裂控制的狭长山脉和宽阔的压陷型盆地，并准同

期隆升成为青藏高原的最新组成部分。利用低温构造热年代学技术，发现祁连山、六

盘山等分割盆地的山脉在 （１０±２）Ｍａ开始加速隆升，导致沉积盆地裂解并最终消

亡。柴达木和河西走廊盆地碎屑锆石 Ｕ－Ｐｂ年龄谱物源示踪也显示，～１２Ｍａ之前盆

地沉积物分别来自南部的昆仑山和北部的北山，而其后的碎屑物质主要来源于祁连

山，表明祁连山于～１２Ｍａ开始在其南、北缘逆冲断裂带控制下快速隆升。

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形成经历了 ５个阶段：（１）～２５Ｍａ以前处于正断层控制下的

局部伸展构造环境，形成一系列小规模的断陷型盆地；（２）２５～１１Ｍａ期间盆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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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模巨大的凹陷盆地，沉积面积覆盖整个青藏高原东北缘；（３）～（１０±２）Ｍａ以来

由凹陷型盆地转变为众多独立压陷盆地，这一变化与海原—六盘山逆冲褶皱带向 ＮＥ

方向的挤压和祁连山南、北缘断裂带分别向南、北 ２个方向逆冲紧密相关，并直接导

致祁连山的整体加速隆升，奠定现今地貌格局的雏形；⑷ ４～５Ｍａ以来，祁连山向南

扩展，柴达木北缘断裂开始逆冲活动，导致宗务隆山的抬升；祁连山北缘断裂向北扩

展导致榆木山的隆起；与此同时青藏高原东北缘逐渐形成了逆冲断裂—褶皱带与压

陷盆地相间分布的盆岭构造系统；⑸～２Ｍａ以来，河西走廊以北的合黎山、龙首山开

始隆升，阿拉善地块南部新近发育了一组走向近东西的走滑兼逆冲断裂，其形成时

代不超过几十万年，表明青藏高原东北缘最新的构造活动已经迁移到河西走廊以北

的阿拉善地块内部。

上述成果揭示出新生代早、中期，印度与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应力尚未大规模

传递到青藏高原东北缘，青藏高原东北缘新生代晚期 （（１０±２）Ｍａ）才开始发生准同

期的构造变形，导致山脉隆升和盆地消亡。高原晚新生代变形具有逐渐向北东扩展

的趋势，其前缘已跨过河西走廊盆地，进入戈壁阿拉善地块内部，河西走廊已由前陆

盆地转变为 “背驮式”盆地，阿拉善地块南缘近 ＥＷ向的长条状低山将逐渐成为青

藏高原的最新组成部分。

３、构造变形与气候变化在塑造青藏高原东北缘地貌中的作用

构造地貌学的核心科学问题之一是区分构造和气候对地貌塑造的控制作用，现

今地貌形态是构造—气候相互作用的结果，如何定性、定量分离构造、气候对地貌演

化的控制作用，是构造地貌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青藏高原主体位于亚洲冬、夏季风

及全球西风环流系统的交会区，同时受构造变形控制快速隆升，是研究构造与气候

相互作用的天然实验室，团队在揭示青藏高原构造变形时空演化的基础上，持续开

展构造与气候相互作用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新发现。

团队利用裂变径迹和 （Ｕ－Ｔｈ）／Ｈｅ低温构造热年代学方法，结合盆地内沉积相

变、物源示踪等结果，确定青藏高原周缘不同山脉晚新生代快速冷却时间和冷却历

史，发现 （１０±２）Ｍａ左右，影响气候系统的宏观地貌单元主体开始形成，如祁连山、

秦岭、六盘山、鄂拉山、青海南山等，这一构造变形事件及其后持续隆升导致统一沉

积盆地解体，逐渐塑造地形高差，为晚上新世以来气候变化导致侵蚀和沉积速率增

加奠定了必要的地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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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周缘盆地内，晚上新世以来普遍沉积了厚层 “磨拉石”建造，早期研

究多将其作为青藏高原 ２～４Ｍａ以来快速隆升的主要依据，而后又被国际学者认为受

全球气候变冷控制。实验室团队在系统研究全球 （特别是中国西部）新生代沉积速

率变化历史的基础上，首先确认全球沉积和剥蚀速率 ２～４Ｍａ以来快速增加，发现速

率的增加既发生在构造活动强烈的造山带，也发生在构造变形微弱的克拉通大陆边

缘，因此认为 “磨拉石”快速沉积并非由构造隆升控制；进一步研究发现，速率的

增加除在两极冰川附近，在冰川作用不到的赤道地区和不受海平面变化影响的内陆

沉积盆地也普遍存在，表明其与全球变冷导致的侵蚀基准面下降无关，从而否定了

气候变冷为主因的观点；研究最终发现，全球气候在 ２～４Ｍａ从之前的稳定状态变化

为之后的动荡状态，造成了地表的不稳定，导致全球性侵蚀和沉积速率的增加。因此

提出全球气候大幅度波动导致全球侵蚀速率增加的新观点，认为气候状态变化加剧

了侵蚀作用，形成中国西部广泛分布的 “磨拉石”建造。该发现的创新之处在于揭

示了青藏高原持续隆升背景上的气候变化、侵蚀过程的相互作用，为理解青藏高原

及其周边造山带演化提出了新认识。

上述三项重要科学发现定量地揭示了青藏高原现今构造变形的速度场、阐明了

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气候状态变化导致侵蚀速率增加的新观点，不

仅推动了青藏高原形成与演化的理论研究，还为大陆地震构造环境、生态环境演变

和减轻自然灾害研究打开了新视野。项目执行以来，发表 ＳＣＩ论文 ４１篇，国内核心

期刊论文 ６１篇，其中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ＳＣＩ论文 ２１篇，论文单篇他人引用最高

达 ８２７次，８篇代表性成果他引 １７３８次，其中 ２篇最重要的论文分别发表于国际著

名刊物 Ｎａｔｕｒｅ和 Ｇｅｏｌｏｇｙ，共被他引１２５８次，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 ＥＳＩ（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最高被引论文中的排名分别为第 ４６６和 ２１８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地

学部 ２０１３年曾在 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上发表综述文章，将部分成果作为重要进展之一

加以评述。项目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１项，１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１人获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１人获国家优秀青年基金，１人入选中组部 “万人计划”青年拔

尖人才，１人进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间 ＥＳＩ全球地球科学领域高引用率排名录 （３４０９名

中的第 ９５２位）。相关成果 ２０１７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２０１４年获中国地震局

防震减灾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在地震中长期强震预测和国家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

价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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