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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水平与贡献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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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项，其

中包括国家公益性行业专项、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级研究课题 ６１项。在研项目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达 ５３项，在 ２０１６年自然基金项目申请中获资助项目 １７项，其中包括重大项目 １

项，重点项目 １项，优秀青年基金 １项，国际科技合作专项 ２项，表现出很强的竞争

能力。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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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２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８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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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篇，Ｔｏｐ期刊发表论文２３篇，２区期

刊发表论文 ４２篇，分别占实验室发表论文总数的 ５６％、１４２％和 ２５９％。此外，实

验室人员在国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６０多篇，在国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７０篇。

二、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截止２０１６年底，在实验室工作的固定人员为７８人，全职特聘人员５名 （含外籍

人员 １名），其中研究人员 ６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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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人），副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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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员 ２０人；在学历结构上以高学历者为主，其中博士学位 ６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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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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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拔

尖人才人选 １人。

２０１６年，实验室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张会平研究员应邀担任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ＡＧＵ）国际学术刊物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副主编；刘静研究员入选第二批国家 “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张会平、肖骑彬、任治坤入选中国地震局 “防震减灾优秀人才百人计划”；

构造物理与地震机制研究团队被评为 “地震系统优秀创新团队”；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

本利彦当选为 ＪＰＧＵ会士。１名青年科技人员获研究员任职资格，２名青年科技人

员晋升副高级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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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名博士研究生获中国地震局青年

科技骨干出国留学项目资助出国访问学习。实验室聘任刘力强研究员为全职特聘研

究员，通过引进方式新增了１名科研骨干，通过公开招聘方式新增了４名青年科研人

员。青年科技人员承担国家项目、发表论文的比重持续增加。４名科技人员调离实

验室。

２０１６年实验室共有２２名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学位 （其中博士１０人、硕士１２人），

出站博士后 ２人。截至 ２０１６年底，实验室在读研究生 ８７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 ４９

人，硕士研究生 ３８人），在站博士后 １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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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来自美国、日本、韩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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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多个国家的科技人员来实验室参加合作研究、开放课题、

学术交流共 ５０余人次，其中 ２３人来实验室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实验室工作人员

和研究生赴国外和港台地区参加合作研究、学术考察、国际学术会议 ３０余人次。

实验室继续通过 “地震动力学论坛”推动学术交流，同时还积极组织专题学术

会议。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６—７日，实验室在京举办了 “断层与地震动力学学术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来自日本、荷兰、加拿大、美国、中国香港

地区和国内地震系统、中国科学院系统、地矿系统以及高等院校的 ６０多名科研人员

和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上，马胜利研究员代表实验室致欢迎词并简要介绍

了地质所和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来自国外和香港地区的 １１位学者以及来自重点实验

室的 ６位学者应邀做专题报告。研讨会期间，境外专家还参观了构造物理实验设备。

研讨会后，部分国外和国内学者赴北京密云－怀柔对北石城－河防口断裂带 （韧性剪

切带）进行了实地考察。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１９—２０日在北京召开了 “ＧＮＳＳ和 ＩｎＳＡＲ形变

观测与应用技术咨询研讨会”。来自武汉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德国地学研

究中心、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中

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和四川省地震局共 ３０多位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２０１６年 ４

月 １４—１７日，实验室承办了在北京召开的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ＮＳＦＣ）与

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 （ＮＥＲＣ）、英国经济社会研究理事会 （ＥＳＲＣ）共同资助

的自然灾害领域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ｔｏ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ｏｎｅ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中英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启动会。来自项目英方承担单位牛津大学、英国海

外发展研究所、诺森比亚大学、纽卡斯尔大学以及协作单位美国非盈利灾害研究机

构国际地灾 （Ｇｅｏｈａｚａ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中方承担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陕西

省地震局、甘肃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中心、香港理工大学、民政部国家减

灾中心、武汉大学、长安大学以及协作单位宝鸡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的代表共

５０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１３—１９日，实验室邀请客座研究员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 （ＧＦＺ）

汪荣江教授开设了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ｏｏｌｓ”短期课

程，吸引了多个单位的 ４０多名研究生和职工参加。短期课程在帮助青年科技人员和

研究生了解国际相关领域研究动态、提高研究和交流能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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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积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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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公众开放活动。在 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１２日，即我国第 ８个 “防灾减灾日”，中国科学

院大学地学部 ３０多名研究生来实验室参观。参观活动中，实验室副主任刘静研究员

介绍了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概况，并详细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随后来访

的同学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引领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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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科学研

究的了解，培养了许多同学对地震事业的关注和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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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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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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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形变和声发射测量、岩石高速摩擦等岩石物理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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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公共研究平台的作用及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与共享情况

实验室是中国地震研究领域重要的公用研究平台，通过各类研究课题、自主课

题和开放课题与地震系统、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１０多个单位开展了合作研

究，吸引了国内外一批科技人员来实验室开展研究。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全面对外

开放共享，为地震系统及其他部门数 １０家单位的科技人员提供了技术服务。

四、专项经费执行情况与效益分析

１、自主研究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１６年实验室共设立自主课题 ８项，其中围绕实验室 “南北地震带构造变形与

强震机理”研究计划设立了 ２个课题、自由探索 ４个课题、技术方法研究 ２个课题。

预算总经费为 ３９０５万元，其中 ２０１６年投入经费 １５８万元。２０１６年实验室自主课题

共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４４篇。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２０１３年设立的自主研究课题５项结题，３项延期。“基于长条带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ＩｎＳＡＲ及 ＧＰＳ观测的鄂尔多斯块体西缘构造带缓慢变形特征及数值模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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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课题在青藏高原东北缘边界断裂带加密建设了３８个ＧＰＳ站点，已积累了大量观

测数据。采用多种模型和计算方法，在 ＧＰＳ数据的约束下，反演了广义海原断裂带

深、浅部形变与应变参数，进而对区域地震危险性进行了分析，推测金强河断裂、毛

毛山断裂和六盘山断裂地震危险性高于其他段落，是未来值得关注的断裂。利用密

集 ＧＰＳ观测数据，获得了六盘山及周边区域 ＧＰＳ三维运动速度场图像及应变率场图

像，分析了六盘山构造区形变应变特征及分段活动性，六盘山断裂表现为挤压为主

的运动特征，其北段具有较微弱的左旋走滑及倾滑运动，而其南段跨断裂差异运动

不明显。利用多个升降轨长条带 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数据，分别采用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ＩｎＳＡＲ和

ＰＳＩｎＳＡＲ处理方法，获得了海源断裂长条带形变场图像，并反演了该断裂的滑动速

率和闭锁深度，显示海原断裂中段滑动速率为 ５７～９８ｍｍ／ｙｒ，闭锁深度在 ４２～

８４ｋｍ之间，表明海原断裂受 １９２０年 ８５级大地震影响，仍处于闭锁较浅的震后调

整阶段。“快速湖相沉积对历史地震的响应研究———以岷江上游地区和银川盆地为

例”课题对青藏高原东缘刁林湖相沉积剖面开展光释光和孢粉浓缩物定年研究，建

立了年代地层框架，确定堰塞湖形成于～６５０ＡＤ，可能是由研究区发生于 ６３８ＡＤ的

一次地震引起的，同时该剖面的粒度、地化和孢粉记录暗示中世纪气候异常与强东

亚夏季风和延长的类似拉尼娜气候相关联。对青藏高原东北缘宁夏干盐池湖相沉积

开展高分辨率沉积学研究，发现该地区 ７５ｋａ以来气候变化规律。对青藏高原东缘

理县湖相沉积剖面中分布于 ２４个地层层位上的多种类型软沉积物变形构造开展研

究，结果表明该地区在 １５８～６０ｋａ期间可能发生了 ２４次地震事件，大多数在 ６级

以上。这些研究为中国南北地震带的古地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为研究这个地

区的断层活动性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入口段河湖相地层的

年代学研究”课题完成了对长约 ５００ｋｍ范围的典型阶地露头和最厚达 ５６０ｍ的系列

岩心样品 （约百余个）的 ＯＳＬ、１４Ｃ、ＥＳＲ和２６Ａｌ／１０Ｂｅ测年和部分环境代指标的测试，

基本建立了大峡谷裂点上游河段河谷沉积和地貌演化的年代学框架，为探讨雅鲁藏

布江的宽谷－裂点－大峡谷的河谷地貌的塑造过程，理解青藏高原晚新生代快速隆升

造成的东构造结的地貌巨变过程及构造、气候等因素的相互作用等科学问题提供了

时间约束。“植硅体１４Ｃ测年可靠性研究”课题依托自主研制的加速器质谱计１４Ｃ石墨

制样系统，采用湿化氧化和重液从现代稻草、小米等农作物中分离出植硅体，对比其

在不同温度区间燃烧获得的１４Ｃ测定值。结果表明：温度在 ９００℃以下提取出的有机

质１４Ｃ比度和当时大气１４Ｃ比度大体上是平衡的，其１４Ｃ年龄比更高温度下获得的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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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Ｃ年龄更为接近样品的真实年龄。该研究建立了低温燃烧植硅体１４Ｃ测年技术流程，

拓展了新的１４Ｃ测年材料，为测定中国西部地区古地震年代提供另一种有效的新途径。

“中国西北干旱区岩石暴露年龄的释光测年方法探索”课题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岩石

表层释光测年前处理系统，利用中国境内帕米尔高原有１０Ｂｅ暴露年龄控制的冰川漂砾

和滑坡体样品，开展了岩石切片和下伏沉积物颗粒的释光信号特征研究，完善和发

展了岩片红外后高温红外光释光信号测试流程，提出了一种新的岩石表层剥蚀速率

模型，研究表明，岩石表层释光信号变化特征可指示砾石搬运、沉积历史，对１０Ｂｅ暴

露年龄的解释和应用有重要参考意义；南北地震带北端雅布赖基岩正断层受风化剥

蚀影响，难以测试其原始面的暴露年龄；花岗岩和砂岩在半小时内信号均有明显晒

退，相比砂岩，曝光相同时间，花岗岩晒退深度更大，为选择不同年龄尺度的研究对

象提供了依据。

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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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批准开放课题 ７项，资助总额 １１１万元。

２０１３年批准的 ４项开放课题和 ２０１１年批准的 １项开放课题 （延期）均完成了结题

报告。２０１４年批准的 ６项课题均已基本完成预定任务，进入课题总结阶段。２０１５年

批准的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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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篇。

由上海大学洪成雨副教授负责的 “基于光纤传感器技术的表面裂纹贯通试验研

究”课题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开发了一系列不同类型传感器，包括分布式温度传感器、

分布式应变传感器、布拉格长标距传感器。这些新传感器被应用到不同的监测方案

中，如桩的变形监测、土钉的缺陷监测、新型土钉的现场监测等，并验证了其可靠

性，对日后改进以及推广现有的光纤传感技术尤为重要，更利于光纤传感技术在新

的研究领域展开应用。由南京大学王勤教授负责的 “中国南方古生界页岩高温高压

下的地震波性质、密度和渗透率”课题系统测量了下扬子区典型泥页岩样品的密度、

孔隙度和渗透率。结果表明，下扬子古生界泥页岩具有很低的孔隙度和渗透率，压

力对泥页岩的原位孔隙度和渗透性具有重要影响，泥页岩的孔隙和微裂隙的变形过

程控制了孔隙度和渗透率随有效压力的变化，对比泥页岩渗透率实验结果时，要首

先需要考虑实验方法的影响。由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张志勇助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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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负责的 “天山北缘新生代地层碎屑热年代学研究”课题对库鲁克塔格地区前寒武

纪基底岩系进行热年代学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前寒武纪基底岩石在中生代剥露之

前经历了完全退火。第一期隆升剥露事件，即中二叠－中三叠世的区域性大规模隆升

剥蚀，很可能是中亚增生构造终结直接导致的，而非之前普遍认为的欧亚南缘多块

体拼贴事件的远程效应。在此之后构造隆升则很可能是羌塘、拉萨等多块体增生碰

撞造成的。根据多组不同时间－温度条件的模拟结果推测塔里木东北缘库鲁克塔格

地区可能发生了轻微的新生代部分退火和再冷却，但对磷灰石裂变径迹的结果却没

有太大影响，这和勘探地球物理的地震剖面结果相吻合。由广东工业大学王华副教

授负责的 “利用 ＩｎＳＡＲ研究西藏中南部断层震间变形”课题采用 ＩｎＳＡＲ技术，并结

合现有的 ＧＰＳ资料研究西藏中南部震间形变，建立了西藏中南部高分辨率的地壳运

动速度场和应变率场。利用 ＩｎＳＡＲ研究了 １９９０年代发生在朋曲－申扎正断层上的地

震序列，否定了前人研究得出的该正断层为低角正断层的论断；研究了 １９５０年代发

生在崩错和亚东－谷露断层的 ２个大地震的震后形变，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得到青藏高

原半个世纪的长周期震后变形，基于此精确确定了青藏中部下地壳的粘性参数，排

除了青藏高原存在一层薄薄的中地壳流的论断；获得了穿过整个青藏高原中部约

１０００ｋｍ长的震间形变结果，基于此反演得到若干走滑断层的震间滑动速率，结果显

示现今构造形变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内部，而不是集中在少数几条大断层上；利用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数据研究了 ２０１６年门源地震同震形变，发现了海原走滑断层与逆断层之

间的相互作用。由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雷兴林研究员和重庆市地震局余国政研

究员共同负责的 “注水诱发地震的观测及实验研究”课题系实验室持续资助的课题，

对重庆荣昌地区地震活动进行了现场观测和研究，对四川自贡等地区的注水诱发地

震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开展了相应的实验研究，分析探讨了四川盆地小断层在油气

田注水诱发地震中的作用，在了解注水诱发地震活动特征及其控制因素方面取得了

一系列进展。

五、实验室大事记

２０１６年 １月，张会平研究员应邀担任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ＡＧＵ）国际学术刊物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副主编；构造物理与地震机制研究团队被评为 “地震系统优秀创新团

队”。陈建业副研究员调离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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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 ６月，刘静研究员入选第二批国家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人选；张会平、

肖骑彬、任治坤 ３名研究员入选中国地震局 “防震减灾优秀人才百人计划”第二批

人选；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

本利彦当选为 ＪＰＧＵ会士。

２０１６年 ７月，聘任张培震院士和石耀霖院士分别担任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并完成了学术委员会成员换届。招聘了焦中虎、马玺、王

恒和俞晶星 ４名青年科研人员；聘请刘力强研究员为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２０１６年 ８月，杨雪助理工程师调离实验室。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郑文俊研究员调离实验室。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任治坤研究员调离实验室。

六、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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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马胜利副主任宣读了中国地震局关于聘任张培震院

士和石耀霖院士分别担任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的通知，

宣读了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关于聘任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新一届实验室负

责人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的通知，实验室名誉主任马瑾院士、实验室主任张培

震院士向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颁发了聘书。实验室主任张培震院士在致词中简述

了实验室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思路，感谢相关专家长期以来对实验室工作的支持和帮

助。石耀霖院士主持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了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

员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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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运行情况及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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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度实验室自主课题进行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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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度设立

自主课题 ８项，其中预研究课题 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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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实验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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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一、实验室人员

１、实验室工作人员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１ 丁国瑜 男 １９３１．０９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与

活动构造
副博士

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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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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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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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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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文俊 男 １９７２．１１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０１６．１０调离

２９ 蒋汉朝 男 １９７３．０３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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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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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治坤 男 １９８０．０９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０１６．１２调离

３４ 刘培洵 男 １９６３．０９ 副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学士

３５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高工 地球物理 其他

３６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３７ 陶　玮 女 １９７１．１１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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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建宝 男 １９７５．０７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４０ 王凯英 女 １９７６．０１ 副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４１ 陈顺云 男 １９７６．０３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４２ 王丽凤 女 １９７６．０５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４３ 刘进峰 男 １９７７．０８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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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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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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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王伟涛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 博士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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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０５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４９ 韩　非 男 １９８１．１１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与

考古年代学
博士

５０ 马　严 女 １９８２．０２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物理化学 博士

５１ 覃金堂 男 １９８３．０２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５２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０９ 副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０１６．０１调离

５３ 刘彩彩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古地磁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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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０７来室

５５ 李建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３ 工程师 第四纪地质 其他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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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工程师 电子技术 其他

５８ 王立凤 女 １９７３．０３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硕士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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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工程力学 博士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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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工程师 地球物理 硕士 实验室秘书

６３ 李　昱 女 １９８１．０２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６４ 姚文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工程师
机械工程

及自动化
学士

６５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助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硕士

６６ 汲云涛 男 １９８２．０３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６７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０４ 工程师 构造地质 博士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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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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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助工 构造地质 硕士

７０ 尹昕忠 男 １９８３．０５ 工程师 地球物理 硕士

７１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工程师 植物学 硕士

７２ 王　英 女 １９８４．０６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球化学 博士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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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 武　颖 女 １９８５．０１ 工程师 仪器科学与技术 硕士

７５ 齐文博 男 １９８５．０９ 工程师 机械工程 硕士

７６ 张　雷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助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７７ 王　恒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６．０７来室

７８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工程师 地球化学 硕士

７９ 姚　路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８０ 卓燕群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８１ 张金玉 女 １９８６．１２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 博士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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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０７来室

８３ 俞晶星 男 １９８７．１２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６．０７来室

８４ 毕海芸 女 １９８８．１２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图学与

地理信息系统
博士

８５ 马　玺 男 １９８９．０１ 工程师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０１６．０７来室

８６ 杨　雪 女 １９８６．０３ 助工 地球化学 硕士 ２０１６．０８调离

８７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助工 地球物理 硕士

２、新增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尹金辉，男，１９６９年生，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１９９２年

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地质系，获地质学专业学士学位；

１９９５年毕业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地球化学理学硕士学位；

２００６年获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构造地质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５年至

今，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新构造年代学实验室工作，现任新构

造年代学实验室副主任。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地

震科技青年骨干人才培养项目资助，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交流访问。

主要研究方向为：第四纪年代学、第四纪地质，尤其是碳十四测年的理论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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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目前主要致力于：（１）基于基岩正断层暴露面上宇宙成因核素浓度与正

断层活动期次、位错量存在定量关系，尝试利用基岩正断层暴露面的宇宙成因核素

浓度值，获得活动断层的滑动速率或期次，开展地貌面与基岩正断层１４Ｃ测年的探索

研究；（２）尝试开展植硅体测年研究及其应用。已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和中国地震局等科研项目，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５０多篇，其中 ＳＣＩ

收录 １０余篇，包括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等知名地学期刊，获中国地震局 １９９８年度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排名第七）、２０１４

年度 “防震减灾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排名第二）。

刘春茹，女，１９８０年生，博士，研究员。２００２年毕业于吉林大

学，获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学士学位；２００７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

球化学研究所，获地球化学专业博士学位，同年就职于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

２００８年至今，受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资助，先后 ２次赴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和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交流访问。目前主要从事

第四纪年代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有：（１）电子自旋共振测年 （简称 ＥＳＲ）原理及

实验技术等相关研究；（２）沉积物石英 ＥＳＲ年代学研究；（３）基于 ＥＳＲ测年的泥河

湾早更新世遗址和地层年代序列研究。先后主持和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面上项目、所长基金、重点实验室自主课题等项目。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以第

一作者发表论文 ２０余篇。相关论文入选 “领跑者 ５０００”，部分成果获中国地震局

２０１４年度 “防震减灾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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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社强 男 １９８５．０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５ 博士后 段庆宝 男 １９８６．０３ 构造地质学 马胜利

６ 博士后 阮　帅 男 １９８３．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７ 博士后 田晓峰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培震

８ 博士后 赵盼盼 男 １９８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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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博士后 葛玉魁 男 １９８６．０６ 构造地貌学 刘　静

１０ 博士后 路　珍 女 １９８７．０９ 构造地质学 马胜利

１１ 博士后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２ 博士后 徐克科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甘卫军

１３ 博士后 张　玲 女 １９８６．０４ 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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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珂 男 １９８１．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１７ 博士生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实验室在职

１８ 博士生 丁晓光 男 １９８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９ 博士生 邵延秀 男 １９８４．１１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２０ 博士生 李世念 男 １９８８．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２１ 博士生 陈进宇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２２ 博士生 宋春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２３ 博士生 邓　琰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２４ 博士生 温少妍 女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５ 博士生 钟　宁 男 １９８６．０３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２６ 博士生 袁兆德 男 １９８６．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２７ 博士生 苏利娜 女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８ 博士生 李新男 男 １９８７．０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２９ 博士生 李跃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３０ 博士生 王　躲 男 １９８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３１ 博士生 王　伟 男 １９８９．０２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３２ 博士生 王一舟 男 １９８９．０９ 构造地质学 郑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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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 博士生 赵凌强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３５ 博士生 钟美娇 女 １９８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３６ 博士生 朱成林 男 １９８４．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７ 博士生 黄　铿 男 １９７９．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联合培养

３８ 博士生 李又娟 女 １９８８．０３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３９ 博士生 丁　锐 男 １９８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４０ 博士生 许建红 男 １９８３．０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４１ 博士生 王阅兵 男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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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博士生 姚文倩 女 １９８５．０７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４３ 博士生 张永奇 男 １９８５．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４４ 博士生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地球化学 郑德文 实验室在职

４５ 博士生 范　晔 女 １９８７．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４６ 博士生 崔腾发 男 １９８７．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４７ 博士生 田　平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４８ 博士生 商咏梅 女 １９８９．１０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４９ 博士生 姜　峰 男 １９９１．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５０ 博士生 刘晓霞 女 １９８５．０４ 构造地质学 闻学泽

５１ 博士生 刘　琦 男 １９８５．１１ 构造地质学 闻学泽

５２ 博士生 成里宁 男 １９９１．０５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５３ 博士生 孙翔宇 男 １９９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５４ 博士生 陈一方 男 １９９１．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５５ 博士生 黄元敏 男 １９８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５６ 博士生 李彦川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７ 博士生 李长军 男 １９９０．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５８ 博士生 林玲玲 女 １９８２．０３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５９ 博士生 刘钟尹 男 １９９０．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６０ 博士生 牛　露 女 １９９０．０４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６１ 博士生 王慧颖 女 １９９１．０５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６２ 博士生 闫　伟 男 １９８２．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６３ 硕士生 韩明明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６４ 硕士生 高　翔 男 １９９２．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郭　飚

６５ 硕士生 焦　裕 男 １９９１．０７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６６ 硕士生 李晓峰 男 １９９１．０６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６７ 硕士生 李雪梅 女 １９８８．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６８ 硕士生 王浩然 男 １９９０．０２ 第四纪地质学 陈　杰

６９ 硕士生 刘　洋 男 １９９１．０５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７０ 硕士生 王志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７１ 硕士生 张广利 男 １９９２．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７２ 硕士生 郑博文 男 １９９１．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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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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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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德政 男 １９９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８１ 硕士生 李文朋 男 １９９２．１２ 第四纪地质学 刘春茹

８２ 硕士生 艾　明 男 １９９３．０２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８３ 硕士生 李朝鹏 男 １９９３．０５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８４ 硕士生 赵由佳 女 １９９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８５ 硕士生 韩龙飞 男 １９９４．０１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８６ 硕士生 刘　奇 男 １９９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８７ 硕士生 刘雁江 男 １９９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彩彩

８８ 硕士生 乔　鑫 男 １９９２．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８９ 硕士生 徐心悦 女 １９９３．０９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９０ 硕士生 杨海明 男 １９９１．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９１ 硕士生 张明洋 男 １９９０．０２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９２ 硕士生 支　明 男 １９９４．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９３ 硕士生 张迎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０ 测绘科学与技术 张国宏 联合培养

９４ 硕士生 姜　芋 男 １９９１．０９ 测绘科学与技术 单新建 联合培养

９５ 硕士生 马　振 男 １９９０．０５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联合培养

９６ 硕士生 彭小平 男 １９９０．１０ 地质工程 蒋汉朝 联合培养

９７ 硕士生 韩娜娜 女 １９９１．０１ 测绘科学与技术 宋小刚 联合培养

９８ 硕士生 张博
"

男 １９９２．０２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联合培养

９９ 硕士生 魏传义 男 １９９２．０３ 第四纪地质学 刘春茹 联合培养

１００ 硕士生 崔富荣 女 １９９１．１１ 地质工程 刘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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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军涛 男 １９７７．１１ 地质学
徐锡伟

汤　吉

２ 博士后 李志刚 男 １９８４．１２ 地质学 刘　静

３ 博士生 刘远征 男 １９７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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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博士生 葛伟鹏 男 １９８１．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５ 博士生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６ 博士生 董绍鹏 男 １９８３．０８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７ 博士生 雷启云 男 １９８１．０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８ 博士生 余中元 男 １９８２．０６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９ 博士生 程远志 男 １９８６．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１０ 博士生 吴传勇 男 １９７８．０５ 第四纪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１ 博士生 刘浪涛 男 １９８２．０９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１２ 博士生 俞晶星 男 １９８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３ 硕士生 张　宁 男 １９８７．０７ 构造地质学 郑文俊

１４ 硕士生 李建凯 男 １９８９．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１５ 硕士生 罗　明 男 １９８９．０９ 第四纪地质学 陈　杰

１６ 硕士生 左荣虎 男 １９８９．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１７ 硕士生 李占飞 男 １９８９．１２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１８ 硕士生 郭春玲 女 １９９０．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１９ 硕士生 杨　皓 男 １９９０．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２０ 硕士生 陈一方 男 １９９１．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２１ 硕士生 邵贵航 男 １９９１．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彬

２２ 硕士生 李彦川 男 １９８９．１０ 测绘科学与技术 屈春燕 联合培养

２３ 硕士生 刘岸明 男 １９９１．０２ 测绘工程 宋小刚 联合培养

２４ 硕士生 钱　达 男 １９９１．０１ 地质工程 王　萍 联合培养

　　注：带  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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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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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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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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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民兼用北斗高精

度定位应急监测装

备研发

２０１４ＢＡＫ１１Ｂ０１ 张　博 刘云华，单新建，

李彦川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２
构造地质学———活

动构造与构造地貌
４１２２５０１０ 刘　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

青藏高原东北缘大

夏河流域瞬时地貌

发育特征及其控制

因素研究

４１２７２１９６ 张会平

郑勇刚，陈正位，

杨会丽，袁兆德，

毛凤英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

帕米尔构造结公格

尔山基岩区第四纪

构造变形与剥蚀过

程的定量研究

４１２７２１９５ 陈　杰

李文巧，杨会丽，

袁兆德，杨晓东，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Ｈｅｒｍａｎ，
刘浪涛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

干盐池拉分盆地的

形成时代及内部新

生断层的大地震响

应

４１２７２２１４ 冉勇康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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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祁连山南缘－柴达
木盆地北缘新生代

构造活动与剥露特

征的热年代学研究

４１２７２２１５ 郑德文

武　颖，庞建章，
杨　静，俞晶星，
王一舟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
龙门山断裂带精细

速度结构成像研究
４１２７４０６０ 陈九辉

李　昱，赵盼盼，
邓文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
祁连山西段及邻区

电性结构及构造意

义

４１２７４０８０ 肖骑彬

王继军，虢顺民，

蔡军涛，董泽义，

李　冉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９

富含黑云母断层岩

碎屑在热水条件下

的摩擦滑动性质和

弱断层的矿物根源

研究

４１２７４１８６ 何昌荣
姚文明，路　珍，
任凤文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０
地震弱初始震相及

其影响因素的实验

研究

４１２７４１８７ 刘培洵

扈小燕，汲云涛，

刘力强，郭玲莉，

张诗笛，李世念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１
西域砾岩宇宙成因

核素
２６Ａｌ／１０Ｂｅ埋藏

测年探索

４１３０２１３９ 韩　非
马　严，李建平，
王　躲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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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３
活动褶皱陡坎的识

别、变形、运动学

模型与强震

４１３０２１７２ 李　涛
李文巧，刘浪涛，

覃金堂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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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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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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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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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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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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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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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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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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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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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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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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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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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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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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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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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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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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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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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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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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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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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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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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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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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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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

以实验与野外监测

为基础的中俄地震

活动区断层亚失稳

特征研究

４１５１１１３００２９ 陈顺云

马　瑾，王凯英，
郭彦双，汲云涛，

卓燕群，任雅琼，

宋春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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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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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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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尼泊尔地震的形变

特征、发震机制及

对周边地区应力调

整作用研究

４１５４１０３１ 单新建
屈春燕，张国宏，

张　凌，李彦川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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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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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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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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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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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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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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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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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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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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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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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
中 智 （ＮＳＦＣＣＯＮＩ
ＣＹＴ）双边研讨会

４１６８１２２０３６９ 马胜利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５４
中英（ＮＳＦＣＮＥＲＣ）
自然灾害项目启动

研讨会

４１６８１２３０００７ 郑文俊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５５

喜马拉雅计划之一

———中国地震科学

台阵探测－南北地
震带北段

２０１３０８０１１ 丁志峰

陈九辉，郭　飚，
李顺成，李　昱，
尹昕忠，赵国泽，

汤　吉，王继军，
王立凤，肖骑彬，

詹　艳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公益性

行业科研

专项

５６
中国地震活断层探

察———南北地震带

北段

２０１４０８０２３ 徐锡伟 郑荣章，郑文俊，

闻学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国家公益性

行业科研

专项

５７
芦山 ７．０级地震孕
育发生机理及其影

响研究

２０１４０８０１４ 高孟潭 冉勇康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国家公益性

行业科研

专项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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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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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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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
极 低 频 探 地

（ＷＥＭ） 工程———
地震预测分项

１５２１２Ｚ００００００１
欧阳飚

汤　吉

王立凤，王继军，

陈小斌，詹　艳，
肖骑彬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国家级

其他项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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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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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地震地质与地震动

力学分中心运维与

数据更新

ＸＪＧＸ２０１６０２０４ 刘云华
屈春燕，刘云华，

庾　露，刘岸明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６４
日喀则市及邻近地

区卫星遥感数据探

测与解译

ＤＺＳ２０１３０６ＫＹ４５ 尼　玛 单新建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省部级项目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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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
上海地区地壳活动

图像天地联合监测

分析

１４２３１２０２６００ 尹京苑 单新建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６７

鲜水河－小江断裂
带及其邻区地壳电

性结构分布图集编

制

２０１５０１０８ 陈小斌

汤　吉，王立凤，
韩　冰，董泽义，
蔡军涛，姜　峰，
崔腾发，郭春玲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６８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地震
重点防御区活动断

层地震危险性评价

项目

１５２１５０４４０００２５ 徐锡伟 冉勇康，屈春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６９
预制裂纹岩石变形

破坏过程电荷感应

和声发射规律研究

２０１４Ｔ７０１０３ 赵扬锋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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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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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７２
川滇地区红外亮温

与极低频地震电磁

动态监测

１６４０４０５４４０１ 单新建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７３
川滇地区运动学模

型和重点构造部位

动力学模型构建

２０１５０１１５ 邵志刚 闻学泽，安艳芬，

梁明剑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７４
防 震 减 灾 规 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编
制与发布

１６４１００１４４０１ 马胜利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７５
干涉 ＳＡＲ地震信息
提取关键技术

科工一司

［２０１５］０６９号
洪顺英

罗　毅 宋小刚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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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室内外断层亚失稳

特征及其识别标志
１６５９９０１４４０１ 马胜利

马　瑾，刘培洵，
陈顺云，郭彦双，

卓燕群，王凯英，

汲云涛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７７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

要地理国情监测

测国土函

［２０１６］１号 王晓国

甘卫军，梁诗明，

张克亮，张永奇，

李长军，王阅兵，

苏利娜，徐克科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７８
四川长宁地震窗注

水影响和机理研究
２０１６ＣＥＳＥ０１０１ 周龙泉 詹　艳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７９

郯庐断裂带中段极

低频天然电磁场变

化特 征 初 步 研 究

２０１６

１６４０８０３４４０１ 王立凤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８０ 探槽技术标准 １６４１００２４４０３ 冉勇康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８１
探槽探测技术标准

编制
１６４０６０３４４０６ 冉勇康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８２ 战略研究开放发展
中震财发

［２０１２］３９号
马胜利 甘卫军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８３
基础数据和观测科

研类数据共享
２０１６０１１６ 孙　珂 单新建，宋小刚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省部级项目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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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重点地区地震台阵观测与深部孕

震环境研究
李　昱

广西壮族自治区

地震局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２
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断裂发育特征研

究
刘　静

中国科学院

青藏高原研究所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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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合肥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

价项目———目标断层的活动性鉴定与

危险性评价

刘春茹
安徽省地震局

工程研究院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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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广西灵山地震区深部孕震环境大地电

磁三维探测
詹　艳

广西壮族自治区

地震局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６
南北地震带北段 ＧＰＳ数据处理与应变
场反演

王阎昭 上海市地震局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７
合肥市地震活断层探测及地震危险性

分析———碳 １４、ＥＳＲ测试及野外调查
尹功明

安徽省

地震工程研究院
２０１６～２０１６

８
华北地区地质系列图件编制与综合研

究
徐红艳

北京市

地质调查研究院
２０１６～２０１６

９ 民勤－拉脊山－泽库剖面大地电磁探测 詹　艳
中国地震局

第二监测中心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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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青藏高原 ＧＰＳ数据反演计算处理协议 刘　静
中国科学院

青藏高原研究所
２０１６～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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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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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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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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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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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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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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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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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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１、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１）安张辉，詹艳，陈小斌，姜峰，高悦，２０１６，滑动自相关方法在地电阻率观测

资料分析中的应用初探，地震地质，３８（４）：１０１９—１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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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ＭａＪｉａｎ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２０１６，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ｉｎＧＬＤＡＳｍｏｄｅ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ｓｉｔｕ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

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１２１（６）：２６５８—２６７８．

３）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２０１６，Ｕ

ｓｉｎｇａｎｕｎｍａｎｎｅｄａｅｒｉａｌｖｅｈｉｃｌｅｆｏｒ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ｍｏｔｉｏｎ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４２７５１．

４）ＣａｏＹａｎｙａｎ，ＭａＱｉｎｗｅｉ，ＧｕｏＷｅｎｊｉｎｇ，２０１６，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ｃｒａｃｋｔｉｐ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５（１）：７—１６．

５）陈刚，李和平，苗社强，２０１６，高温高压下榴辉岩和玄武岩热扩散系数的测

量，高压物理学报，３０（１）：２７—３１．

６）陈刚，李和平，苗社强，２０１６，高温高压下钠长石集合体热扩散系数的实验

研究，矿物学报，３６（１）：７—１１．

７）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Ｓｐｉｅｒ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２０１６，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１（１２）：８６４２—８６６５．

８）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ＹａｎｇＴａｏ，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ｅ，２０１６，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ｏｌｅ－１（ＷＦＳＤ－１）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ｓｅｉｓ

ｍｉｃｓｌｉｐ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ｈｅａｌｉｎｇ，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７（７）：

２７１７—２７４４．

９）陈杰，李涛，孙建宝，房立华，姚远，李跃华，王浩然，付博，２０１６，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２５日新疆阿克陶 ＭＷ６６地震发震构造与地表破裂，地震地质，３８（４）：１１６０—

１１７４．

１０）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ＭａＪｉｎ，２０１６，Ｂｅｄｒｏｃｋ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ｓ

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ｓｉｔｕ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ａｃａ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２３：２２—３３．

１１）ＣｈｅｎＷｅｉｔａｏ，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ＸｉａｏＧｅｎｒｕ，ＷａｎｇＹｕｅｂｉｎｇ，ＬｉａｎＷｅｉｐ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Ｓｈｉ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２０１６，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２０１６

ＭｅｎｙｕａｎＭＳ６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７（４）：２７５—２８３．

１２）程远志，汤吉，邓琰，董泽义，２０１６，云南景谷 ＭＳ６６地震震源区深部电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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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及其孕震环境，地震地质，３８（２）：３５２—３６９．

１３）ＤａｏｕｔＳ．，ＪｏｌｉｖｅｔＲ．，ＬａｓｓｅｒｒｅＣ．，ＤｏｉｎＭ．Ｐ．，ＢａｒｂｏｔＳ．，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Ｐ．，Ｐｅｌｔｚｅｒ

Ｇ．，ＳｏｃｑｕｅｔＡ．，ＳｕｎＪ．，２０１６，Ａ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ＩｎＳＡＲ，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５

（１）：５３６—５４７．

１４） ＤｉｎｇＣｈａｏ，Ｆ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ｃａｉ，ＬｉＺｈｉｗｅｉ，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ＤｕＹａｎａｎ，Ｗａｎｇ

Ｈｕｉｑｉａｎｇ，２０１６，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ｒｒｏｒ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ｉｍａｇｅｇｒｏｕ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８（１１），９３７．

１５）董泽义，汤吉，陈小斌，王立凤，王继军，孟补在，白云，２０１６，华北克拉通

东北边界带深部电性结构特征，地震地质，３８（１）：１０７—１２０．

１６）ＤｕａｎＱｉｎｇｂａｏ，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ＣｈｅｎＪｉｎｙｕ，２０１６，

Ｆｌｕｉｄｒｏｃｋ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ｃｏｒ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６６６：２６０—２８０．

１７）Ｆ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ｃａｉ，ＬｉＺｈｉｗｅｉ，ＸｕＢｉ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ＺｈｕＪｉａｎｊｕｎ，

２０１６，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５ＭＷ６４Ｐｉ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ＡａｎｄＡＬＯＳ－２ｄａｔａ，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８７（４）：８００—８０６．

１８）ＦｅｎｇＳｈａｏｙ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ｕＢａｏｊｉｎ，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ＺｈｕＳｈｏｕｂｉａｏ，Ｒａｎ

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

Ｔｉａｎ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２０１６，Ｄｅｅｐ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ｍ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１（２）：７６７—７８７．

１９）高曙德，赵国泽，汤吉，苏永刚，詹艳，王立凤，２０１６，２００８年中国大陆６０

级以上地震前后电磁脉冲异常现象，地震地质，３８（４）：９８７—１００４．

２０）ＧｏｎｇＬｉｗｅｎ，ＬｉＮｉ，ＦａｎＱｉ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ｏＹｏ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Ｌｉｕｙｉ，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ａｎ

ｊｉｅ，２０１６，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ｃｏｎ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Ｄａｌｉｎｏｒ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ｓｗａｒｍｉｎ

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ｗｉｔｈ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Ｍｄａｔ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３）：

５７８—５９４．

２１）韩非，顾兆炎，尹功明，ＤａｖｉｄＦ．，王躲，２０１６，宇宙成因核素２６Ａｌ／１０Ｂｅ埋藏

测年法在宁夏沙坡头黄河砾石阶地年代研究中的应用，第四纪研究，３６（５）：１２１６—

１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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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ＨａｎＦｅｉ，ＳｕｎＣｈｅｎｇｋａｉ，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ｘｉｎ，ＬｉｎＭｉｎ，Ｘｉｎｇ

Ｓｏｎｇ，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２０１６，ＣｏｕｐｌｅｄＥＳＲａｎｄＵ－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ｆｏｓｓｉｌｔｅｅｔｈｆｒｏｍＹｉｙｕａｎ

ｈｏｍｉｎｉｎｓｉｔ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４０：１９５—２０１．

２３）Ｈａ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ｗｅｉ，ＬｉａｎｇＢｉｎ，ＲｏｎｇＨａｉ，ＬａｎＴｉａｎｗｅｉ，ＬｉｕＹｕａｎｚｈｅｎｇ，

Ｒｅｎ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ｙｎｃｌｉｎｅｏｎｉｎｓｉｔｕ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Ｋａｉｐｉｎｇ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Ｃｈｉｎａ，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Ｒｏｃｋ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４９（１１）：４４２３—４４４０．

２４）ＨａｎＬ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ＬｉＨａｉｂ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ｕｂｌｉｔｈｏｓｔａｔｉｃ

ｐｏｒｅｆｌｕｉ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ｂｒｉｔｔｌｅｄｕｃｔｉｌ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ｏｆ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Ｙｉｎｇｘｉｕ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

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１１７：１０７—１１８．

２５）ＨａｎＰｅｎｇ，ＷｅｉＤｏｎｇ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ＳｕｎＺｈｅｎｔｉａｎ，ＺｈｏｕＸｉａｏｙａ，２０１６，

Ｌａｔｔｉｃｅ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ｌｉｖｉｎｅｉｎ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ｎｇｏｃｅａｎｉｃ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ｅｓｉｎｄｏｕｂ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ｚｏｎｅ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９（４）：２４３—

２５８．

２６）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ＴａｎＷｅｎ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２０１６，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ｄｒｙａｎｄｗｅ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ａｔ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１（９）：６３６５—６３８３．

２７）Ｈｅ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ＤｉｎｇＫａｉｈｕａ，ＷａｎｇＭｉｎ，ＱｉａｏＸｕｅｊｕｎ，ＬｉＪｉｅ，ＷｅｎＹａｎｇ

ｍａｏ，ＸｕＣａｉｊｕｎ，ＹａｎｇＳｈａｏｍｉｎ，ＺｏｕＲｏｎｇ，２０１６，Ｓｏｕｒｃ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５ＭＷ６４Ｐｉｓ

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ａｎｄＧＰ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ｉｎ

ｔｏｂｌｉｎｄｒｕｐ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ＫｕｎｌｕｎＳｈ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３（４）：

１５１１—１５１９．

２８）洪成雨，殷建华，张孟喜，张一帆，刘力强，王晓峰，２０１６，计算压力注浆土

钉峰值摩阻力的理论模型，东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４６（Ｓ１）：２０４—２０９．

２９）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ｕ，ＹｉｎＪｉａ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Ｙｉｆａｎ，２０１６，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

ｌｏｎｇＧＦＲＰｂａｒｓｏｉｌｎａｉｌｓｕｓ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ｍａｒ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５（８）：０８５０４４．

３０）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ｇＹｉｆａ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２０１６，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ｏｐ

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ｓｅｎｓｏｒｆｏ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ｄｒｉｖｅｎｐｉｌ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８８：１８６—１９３．

３１）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ｇＹｉｆａｎ，ＺｈａｎｇＭｅｎｇｘｉ，ＬｅｕｎｇＬａｉＭｉｎｇＧｏｒｄｏｎ，Ｌ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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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ｑｉａｎｇ，２０１６，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ＢＧｓｅｎｓｏｒｓｆｏｒ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ｄｅｓｉｇ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

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２４４：１８４—１９７．

３２）黄元敏，马胜利，缪阿丽，杨马陵，２０１６，正应力扰动对断层滑动失稳影响

的实验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９（３）：９３１—９４０．

３３）贾宝新，姜明，赵培，贾志波，２０１６，ＭｏｒｈＣｏｕｌｏｍｂ近接交叉隧道围岩塑形

叠加区分析，公路交通科技，３３（５）：９２—９７．

３４）贾丹，盛传贞，张立亭，肖根如，廖强强，张帅华，２０１６，中国区域 ＧＰＳ站

海潮负荷形变特征分析，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６（３）：２０６—２１０．

３５）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Ｚｈａ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ＹａｎｇＨａｏ，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

Ｑｉａｏ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２０１６，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３Ｍｉｎｘ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ＭＬ６５（ＭＷ６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

Ｇａｎｓｕ，Ｃｈｉｎａ，Ｐ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７３（１）：２６９—２８４．

３６）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ＧｕｏＧａｏｘｕａｎ，Ｃａｉ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ｅｓｓｉｃａＡ．，ＸｕＨｏｎｇｙ

ａｎ，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２０１６，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ｗｉｎｄｂｌｏｗｎ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ｌａ

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Ｐａｌａｅｏ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４４６：３２—４３．

３７）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ＬｉＹａｎｈａｏ，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ＰｅｎｇＸｉ

ａｏｐ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ｏｆ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ｘｉａｎ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ｏ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Ｇｅｏｌ

ｏｇｙ，３４４：１２３—１３４．

３８）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ＣｈａｉＣｈｉ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Ｄｕ

Ｐｅｎｇ，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２０１６，Ｄｅｘｔｒａｌ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ｏｆＳａｎｇｕａｎｋｏｕＮｉｕｓｈｏｕ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ａｒ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ｅ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

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５９（５）：１０２５—１０４０．

３９）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ＦｕｎａｔｓｕＴａｋａｈｉｒｏ，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２０１６，Ａ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ａ

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ｃｋ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ａｈｉｇ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ｉｄｓｏｕｒ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８（１）：

２７—３４．

４０）ＬｉＴ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ｅ，ＦａｎｇＬｉｈｕａ，ＣｈｅｎＺｈｕｘｉ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ｅｓｓｉｃａＡ．，ＪｉａＣｈｅｎｇ

ｚａｏ，２０１６，Ｔｈｅ２０１５ＭＷ６４Ｐｉ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ｓｏｆａｎ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ｉｎｄｗ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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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ｕ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Ｋｕｎｌｕｎｒａｎｇｅｆｒｏｎｔ，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８７（３）：６０１—６０８．

４１）李世念，刘力强，卓燕群，汲云涛，２０１６，反射式光纤位移传感器现场应用

快速定标，仪表技术与传感器，２０１６（１２）：２６—３０．

４２）李西，冉勇康，陈立春，王虎，于江，张彦琪，谢英情，２０１６，红河断裂带南

段全新世地震活动证据，地震地质，３８（３）：５９６—６０４．

４３）李新男，李传友，张培震，王旭光，章龙胜，２０１６，香山－天景山断裂带西段

的运动性质变化及其成因机制，地震地质，３８（３）：７３２—７４６．

４４）ＬｉＹａｎｂａｏ，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ＷａｎｇＹｕｅｂｉｎｇ，ＣｈｅｎＷｅｉｔａｏ，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Ｋｅ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ｑｉ，２０１６，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６ＭＳ６４Ｍｅｎｙｕａ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Ｔｉａｎｚｈｕｓｅｉｓｍｉｃｇａｐ，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７（４）：２３０—

２３６．

４５）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ｊｉｅ，２０１６，Ｆａｕｌｔ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ｄｅｆｉｃｉｔｏｆ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Ｌｉｕｐａ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１２：４７—５７．

４６）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ｊｉｅ，

２０１６，Ｌｏｃｋ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ｄｅｆｉｃｉ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ＭＨＴｆａｕｌｔｂｅｆｏｒｅ２０１５Ｎｅｐａｌ

ＭＷ７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１９：７８—８６．

４７）李彦川，单新建，宋小刚，姜宇，甘卫军，屈春燕，王振杰，２０１６，ＧＰＳ揭示

的郯庐断裂带中南段闭锁及滑动亏损，地球物理学报，５９（１１）：４０２２—４０３４．

４８）李占飞，刘静，邵延秀，张金玉，袁兆德，王鹏，唐茂云，王朋涛，２０１６，基

于 ＬｉＤＡＲ的海原断裂松山段断错地貌分析与古地震探槽选址实例，地质通报，３５

（１）：１０４—１１６．

４９）李志刚，刘静，贾东，孙闯，王伟，姚文倩，２０１６，晚上新世龙门山南段斜向

逆冲作用和区域应力场转换，地质通报，３５（１１）：１８２９—１８４４．

５０）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ＪｉａＤｏｎｇ，ＳｕｎＣｈｕａ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

ＬｉｕＢａｏｊｉｎ，２０１６，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ｆｒｏｎｔｔｈｒｕ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

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Ｃｈｉｎａ，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ｒａｔ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５（１２）：

２８０７—２８２７．

５１）梁明剑，陈立春，冉勇康，王虎，李东雨，２０１６，龙门山断裂南段天全段的

新活动特征与 １３２７年天全地震的关系，地震地质，３８（３）：５４６—５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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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刘彩彩，王伟涛，张培震，庞建章，俞晶星，２０１６，祁连盆地第三纪沉积物

磁性地层和岩石磁组构初步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９（８）：２９６５—２９７８．

５３）刘春茹，尹功明，韩非，李建平，李文朋，２０１６，石英 ＥＳＲ测年法在第四纪

陆相沉积物测年中的应用，第四纪研究，３６（５）：１２３６—１２４５．

５４）刘贵，石耀霖，周永胜，２０１６，矿物反应与变形关系研究———以糜棱岩高温

高压实验为例，岩石学报，３２（６）：１６６３—１６７４．

５５）ＬｉｕＧｕｉ，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ＹａｏＷｅｎｍｉｎｇ，ＬｉｕＪｕｎｌａｉ，Ｚｈａｎｇ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２０１６，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ｆａｂｒｉｃｏ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ｏｌｉａｔｅｄｍｙｌｏｎｉｔｅａｔ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１（１）：９２—１１２．

５６）刘建明，吴传勇，王琼，孔祥艳，陈向军，２０１６，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 ３次于田

ＭＳ≥５０地震序列重定位及其发震构造，地震学报，３８（５）：６７１—６８３，８１３．

５７）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ＭｕｒｒａｙＡｎｄｒｅｗＳ．，ＢｕｙｌａｅｒｔＪａｎＰｉｅｔｅｒ，ＪａｉｎＭａｙａｎｋ，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ｕ

Ｙａｎｃｈｏｕ，２０１６，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ＴＴＯＳＬａｎｄｐｏｓｔＩＲＩＲＳ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ｆｒｏｍａｃ１Ｍ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ｅｏｌｉａｎａｎｄ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ｉｈｅｗａｎ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Ｂｏ

ｒｅａｓ，４５（４）：７０３—７１４．

５８）刘浪涛，陈杰，李涛，２０１６，帕米尔－天山会聚带前陆盆地重矿物组合分析

及构造意义，新疆地质，３４（４）：４５７—４６２．

５９）刘琦，闻学泽，邵志刚，２０１６，基于 ＧＰＳ、水准和强震动观测资料联合反演

２０１３年芦山 ７０级地震同震滑动分布，地球物理学报，５９（６）：２１１３—２１２５．

６０）刘琦，闫伟，李智蓉，窦玛丽，马震，２０１６，南北地震带定点形变前兆异常

指标初建，地震，３６（４）：７６—８８．

６１）刘琦，张晶，马震，２０１６，结合钻孔水位、ＧＰＳ资料分析 ２０１６年门源 ＭＳ６４

地震前分量钻孔应变异常特征，地震，３６（３）：７６—８６．

６２）ＬｉｕＸｉａ，ＭａＪｉｎ，ＤｕＸｕｅｓｏｎｇ，Ｚｈｕ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Ｌａｙｕｅ，Ｓｕｎ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２０１６，

Ｒｅｃｅｎ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ｅ

ｖａｎｃｅｔ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５９（６）：１２６７—１２８２．

６３）马瑾，２０１６，从 “是否存在有助于预报的地震先兆”说起，科学通报，６１

（４／５）：４０９—４１４．

６４）ＭａＸｉ，ＭａＨｏｎｇｗｅｎ，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Ｋ２ＭｇＳｉ３Ｏ８ 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ｕｓｉｎｇｂｉｏｔｉｔｅａｃｉｄ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ａｓｓｉｌｉｃ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５（４１）：１０９２６—１０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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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ＭａＹａｎ，ＷｕＹｉｎｇ，ＬｉＤａｍ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

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２０１６，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ｐｏｔｏｕａｒｅａ，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

ｎ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ｉｎｓｉｔｕ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２１Ｎｅｉｎｌｏｎｇｅｘｐｏｓｅｄ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３１：３—１１．

６６）Ｍｃ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Ｄｅｖｉｎ，ＨｏｋｅＧｒｅｇｏｒｙＤ．，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ＢｉｅｒｍａｎＰａｕｌＲ．，ＲｏｏｄＤｙ

ｌａｎＨ．，ＮｉｅｄｅｒｍａｎｎＳａｍｕｅｌ，２０１６，Ｄ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ｇｏｒｇｅａｔ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Ｂｅｎ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ｎｕｃｌｉｄｅｂｕｒｉａｌａｇｅ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３（１）：１０１—

１１０．

６７）孟令媛，张竹琪，周龙泉，臧阳，２０１６，祁连－海原断裂带强震库仑应力演

化特征研究，地震研究，３９（４）：５５３—５６５．

６８）缪淼，朱守彪，２０１６，２０１４年云南景谷ＭＳ６６地震的应力触发研究，大地测

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６（２）：１０１—１０５．

６９）缪淼，朱守彪，２０１６，２０１４年鲁甸地震 （ＭＳ＝６５）静态库仑应力变化及其

影响，地震地质，３８（１）：１６９—１８１．

７０）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ＴｉｍｏｔｈｙＡ．，Ｗａｌｋ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ＰａｒｓｏｎｓＢａｒｒｙ，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ＺｈｏｕＹｕ，

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２０１６，Ａｍａｊｏｒ，ｉｎｔｒａｐｌａ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１７３９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ｅｖｅｎｔ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１（１）：２９３—

３２０．

７１）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ＴｉｍｏｔｈｙＡ．，Ｗａｌｋ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ＲｏｏｄＤｙｌａｎＨ．，ＲｈｏｄｅｓＥｄｗａｒｄＪ．，

ＰａｒｓｏｎｓＢａｒｒｙ，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ＥｌｌｉｏｔｔＪｏｈｎＲ．，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ｏｕＹｕ，２０１６，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Ｏｒｄｏ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Ｎｉｎｇｘｉａ，Ｃｈｉｎａ：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ＬｕｏｓｈａｎａｎｄｅａｓｔＨｅｌａｎｓｈａｎ

ｆａｕｌ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５（１１）：２７５４—２７７７．

７２）齐少华，刘启元，陈九辉，郭飚，２０１６，地壳分层各向异性介质接收函数及

其粒子群反演，地球物理学报，５９（１２）：４５４４—４５５９．

７３）齐少华，刘启元，陈九辉，郭飚，２０１６，接收函数的曲波变换去噪，地球物

理学报，５９（３）：８８４—８９６．

７４）秦满忠，张元生，刘旭宙，李顺成，２０１６，利用甘肃地震台网记录的 ｓＰ前驱

波研究汤加－斐济俯冲带 “４１０”间断面深度，地震学报，３８（１）：５３—５８．

７５）任雅琼，马瑾，刘培洵，陈顺云，２０１６，平直断层黏滑过程热场演化及失稳

部位识别的实验研究，地震地质，３８（１）：６５—７６．

７６）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ＣｈｅｎＴａｏ，ＹａｎＳｈｏｕｌｉａｎｇ，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Ｚｈ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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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２０１６，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ｏｆｏｆｆｓｅｔｓｏｎｔｈｅ

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２８（１－２）：３—１８．

７７）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Ｃ．，ＯｗｅｎＬｅｗｉｓＡ．，ＣｈｅｎＪｉｅ，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Ｍ．，

ＨｅｄｒｉｃｋＫａｔｈｒｙｎＡ．，ＢｌｉｓｎｉｕｋＫｉｍｂｅｒｌｙ，ＳｈａｒｐＷａｒｒｅｎＤ．，ＩｍｒｅｃｋｅＤａｎｉｅｌＢ．，ＬｉＷｅｎ

ｑｉａｏ，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ＣａｆｆｅｅＭａｒｃＷ．，ＭｅｒｔｚＫｒａｕｓＲｅｇｉｎａ，２０１６，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

“Ｎｏ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Ｋａｒａｋｏｒａｍｆａｕｌ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４３：２２０—２２３．

７８）邵贵航，肖骑彬，２０１６，相位超象限大地电磁观测数据的模型研究———以河

西走廊北侧为例，地球物理学进展，３１（４）：１４８０—１４９１．

７９）邵庆丰，韩非，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Ｂ．，２０１６，华南早更新世巨猿动物群的 ＥＳＲ／Ｕ－

系年代，第四纪研究，３６（５）：１２２４—１２３５．

８０）邵延秀，刘静，ＫｌｉｎｇｅｒＹａｎｎ，谢克家，袁道阳，雷中生，２０１６，海原断裂干

盐池探槽揭示非特征性古地震序列，地质通报，３５（５）：７１１—７２６．

８１）邵延秀，袁道阳，刘兴旺，罗浩，２０１６，阿尔金南缘断裂东段晚第四纪活动

特征，震灾防御技术，１１（４）：６９３—７０６．

８２）沈晨，吕炜，王清河，宋冬梅，２０１６，一道 Ｌｅｂｅｓｇｕｅ积分题目的注记，高等

数学研究，２０１６（１）：４９—５０．

８３）时洪涛，宋冬梅，单新建，崔建勇，臧琳，沈晨，屈春燕，任鹏，邵红梅，盛

辉，吴会胜，宋先月，２０１６，ＭＯＤＩＳ—ＬＳＴ与 ＡＭＳＲ－Ｅ—ＢＴ的相关性及地表温度反演，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１８（４）：５６４—５７４．

８４）史双双，赵强，赵晋泉，蒋汉朝，李自红，２０１６，临汾盆地晚第四纪地层划

分与新构造运动分析，地震工程学报，３８（４）：６２４—６３１．

８５）司洁戈，郝重涛，姚陈，２０１６，三维复杂界面炮集 Ｐ波反射时距特征，地球

物理学进展，３１（１）：３１０—３１７．

８６）宋冬梅，臧琳，单新建，袁媛，崔建勇，邵红梅，沈晨，时洪涛，２０１６，基于

ＬＳＴ年趋势背景场的地震热异常提取算法，地震地质，３８（３）：６８０—６９５．

８７）宋冬梅，臧琳，甘宇亮，单新建，崔建勇，邵红梅，沈晨，２０１６，基于统计模

型与滤波算法的地表温度重建方法，测绘科学，２０１６（７）：１—１０．

８８）ＳｕｎＣ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Ｄｏｎｇ，ＹｉｎＨｏｎｇｗｅｉ，ＣｈｅｎＺｈｕｘｉｎ，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ＳｈｅｎＬｉ，Ｗｅｉ

Ｄｏｎｇｔａｏ，ＬｉＹｉｑｕａｎ，ＹａｎＢｉｎ，ＷａｎｇＭａｏｍａｏ，ＦａｎｇＳｈａｏｚｈｉ，ＣｕｉＪｉａｎ，２０１６，Ｓａｎｄｂｏ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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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ｒｕｓｔｗｅｄｇ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ｌｉｅｆ：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１２１（６）：４５９１—４６１４．

８９）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ＬｉＴ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ｅ，２０１６，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３Ｄ

ｇｒｏｕ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３Ｊｕｌｙ２０１５ＭＷ６４Ｐｉ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Ａ

ｒａｄ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６８３：７７—８５．

９０）Ｔ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ＸｉａｏＷｅｎｊ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ｙｏｎｇ，ＬｉｎＸｕ，２０１６，Ｆｉｓｓｏｎｔｒａｃｋ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ｎ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ｅｄｆｏｌ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Ｂｅｉｓｈ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ｏｓｔＡｌｔａｉｄｓ，Ｇｅ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７（２）：１８１—１９６．

９１）Ｔｏｇｏ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２０１６，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

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ａ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ｏｆｆｒｉｃ

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ＷＦＳＤ－１ｄｒｉｌｌｈｏ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１（７）：５３２８—５３４８．

９２）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Ｄｉ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ＬｉＱｉｎｇｑ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ＬｉｕＰｅｎｇ，２０１６，Ｕ

ｓ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ｅｇｅｒ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ｔｏ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ＩｎＳＡＲｆｒｉｎｇｅ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ｌｉｐ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５４（５）：２８９９—２９１０．

９３）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Ｄｉ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ＬｉＱｉｎｇｑ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ｕＪｉａｓｏｎｇ，Ｇｕｏ

Ｂｏ，ＬｉｕＰｅｎｇ，２０１６，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６７５：１８１—１９５．

９４）ＷａｎｇＤｕｎ，ＫａｗａｋａｔｓｕＨｉｔｏｓｈｉ，ＭｏｒｉＪｉｍ，ＡｌｉＢａｂａｒ，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ＳｈｅｎＸｕｅ

ｌｉｎ，２０１６，Ｂａｃｋ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ｆｒｏｍｆｏｕ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ｒｒａｙｓｆｏｒ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ｖｅｒａｃｕｒｖｅｄｄｉｐ

ｐ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ＴｈｅＭＷ７７２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１（３）：１９４８—１９６１．

９５）王洪栋，王敏，２０１６，测站气温与气压对 ＧＰＳ定位结果的影响，大地测量与

地球动力学，３６（４）：３２３—３２６，３３０．

９６）王家庆，张国宏，单新建，张迎峰，２０１６，２００８年西藏改则地震多视角 Ｉｎ

ＳＡＲ成果的三维形变解算及初步分析，地震地质，３８（４）：９７８—９８６．

９７）王立凤，朱学会，赵国泽，汤吉，邓琰，韩冰，李细顺，闫计明，殷志刚，王

石，２０１６，ＧＭＳ－０７电磁观测系统测量注意事项及故障检测，物探与化探，４０（２）：

３８５—３８９．

９８）王朋涛，邵延秀，张会平，刘洪春，吴赵，２０１６，ｓＵＡＶ摄影技术在活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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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的应用———以海原断裂骟马沟为例，第四纪研究，３６（２）：４３３—４４２．

９９）王伟锋，朱传华，张晓杰，卿艳彬，单新建，２０１６，龙门山断裂带横断层成

因类型及地质意义，地球科学，４１（５）：７２９—７４１．

１００）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ｅｎｇ

Ｗｅｎｊｕｎ，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ｕｙａｎ，２０１６，Ｐｕｌｓ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

Ｑｉｎｌｉｎｇａｔ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３０Ｍ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ＬａｎｚｈｏｕＢａｓｉｎｍａｇｎｅ

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１（１１）：

７７５４—７７７４．

１０１）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ａｒｚｉｏｎｅＣａｍａｌａ，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

ｉｎｇ，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２０１６，Ｔｈ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ｒｃｈｉｖ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

ｕｘｉＢａｓ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１（４）：２２３５—２２５７．

１０２）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

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ｚｉｒｃ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ｆｒｏｍｓｙ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Ｙｕｍｅｎ

Ｂａｓ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６：２７６０４

１０３）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Ｘｕ

Ｈｏ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Ｕｐｌｉｆｔｄｒｉｖｅ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ｄｎｅｓ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ａｔ～１６５ＭａｉｎｔｈｅＹｕｍｅｎＢａｓｉ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６：２９５６８．

１０４）王一舟，张会平，郑德文，庞建章，２０１６，基岩河道河流水力侵蚀模型及其

应用：兼论青藏高原基岩河道研究的迫切性，第四纪研究，３６（４）：８８４—８９７．

１０５）王赞军，王宏超，何宏林，冉勇康，郑文俊，赵强，于天航，王杰，储海燕，

２０１６，七曜山－金佛山断裂带武隆土坎段最后活动时代研判厘定，四川地震，（１）：

２５—２９．

１０６）温少妍，单新建，张迎峰，王家庆，张国宏，屈春燕，徐小波，２０１６，基于

ＩｎＳＡＲ的青海大柴旦地震三维同震形变场获取与震源特征分析，地球物理学报，５９

（３）：９１２—９２１．

１０７）温少妍，唐兰兰，刘月，刘建明，张琳琳，李金，尼鲁帕尔·买买吐孙，单

新建，２０１６，新疆中强地震前加卸载响应比时空演化特征分析与检验，地震工程学

报，３８（１）：６５—７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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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ＷｉｓｓｉｎｋＧｒｅｇｏｒｙＫ．，ＨｏｋｅＧｒｅｇｏｒｙＤ．，ＧａｒｚｉｏｎｅＣａｒｍａｌａＮ．，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

２０１６，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ｒｏｕｔ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ｚｉｒｃ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５（１１）：２５３８—２５６３．

１０９）ＷｕＣｈｅｎ，ＹｉｎＡｎ，ＺｕｚａＡｎｄｒｅｗＶ．，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ＬｉｕＷｅｎｃａｎ，ＤｉｎｇＬｉｎ，

２０１６，Ｐｒ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ｔｈｅ

ｒｏｌｅｏｆＷｉｌｓｏｎｃｙｃｌｅｓ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ｔｈｙ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８（３）：

２５４—２９２．

１１０）吴富，冉勇康，陈立春，李安，２０１６，东天山３条地震地表破裂带的展布

及其与 ２次历史地震的关系，地震地质，３８（１）：７７—９０．

１１１）吴富，冉勇康，李安，徐良鑫，曹筠，２０１６，东天山东段碱泉子－巴里坤

断裂系晚第四纪左旋走滑的地质证据，地震地质，３８（３）：６１７—６３０．

１１２）吴培稚，梁芳，胡乐银，徐平，邢成起，孙建宝，黄雨蕊，施玉芳，季红，

２０１６，北京土层 ＧＮＳＳ连续观测站沉降影响的识别和改正，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

３６（９）：７８９—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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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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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ＱｉＷｕｙｕｎ，ＣａｉＬｉｎｈａｉ，ＢａｉＳｈｉｂｉａｏ，２０１６，Ｏｕｔｂｕｒｓｔｆｌｏｏｄａｔ１９２０Ｂ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ＧｒｅａｔＦｌｏ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Ｘｉａ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５３（６２９９）：

５７９—５８２．

１１４）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ＳｈａｏＧｕｉｈａｎｇ，ＹｕＧｕｏ，ＣａｉＪｕｎｔ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ｊｕｎ，２０１６，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ＫｕｎｌｕｎＱａｉｄａｍＱｉｌ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２５５：１—１７．

１１５）谢超，杨晓平，黄雄南，王萍，李正芳，周本刚，２０１６，东喜马拉雅构造结

墨脱断裂晚第四纪活动地质证据的发现，地震地质，３８（４）：１０９５—１１０６．

１１６）ＸｉｎｇＳｏｎｇ，ＳｕｎＣｈｅｎｇｋ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ｏｎＴｏｒｒｅｓＭａｒｉａ，ＢｅｒｍｕｄｅｚｄｅＣａｓｔｒｏＪｏｓｅ

Ｍａｒｉａ，ＨａｎＦｅｉ，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ｑｉ，ＬｉｕＷｕ，２０１６，Ｈｏｍｉｎｉｎｔｅｅｔｈ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Ｐｌｅｉｓｔｏ

ｃｅｎｅｓｉｔｅｏｆＹｉｙｕａ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９５：３３—５４．

１１７）徐小波，屈春燕，单新建，张桂芳，马超，庾露，孟秀军，２０１６，ＣＲＩｎＳＡＲ

与 ＰＳ－ＩｎＳＡＲ联合解算方法及在西秦岭断裂中段缓慢变形研究中的应用，地球物理

学报，５９（８）：２７９６—２８０５．

１１８）许汉刚，范小平，冉勇康，顾勤平，张鹏，李丽梅，赵启光，王金艳，２０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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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庐断裂带宿迁段 Ｆ５断裂浅层地震勘探新证据，地震地质，３８（１）：３１—４３．

１１９）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ＣｈｅｎＷｅｎ，ＨｏｕｇｈＢｒｉａｎ，ＱｉｕＨｕａｎｉ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ｔ

ａｏ，ＷｕＹｉｎｇ，ＹａｎｇＬｉ，２０１６，４０Ａｒ／３９Ａｒ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ｕｐｅｒｇｅｎｅＫ－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ｕｌｆａｔｅｍｉｎ

ｅｒａｌｓ：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ＴｕＨａＢａ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４４５：８３—９６．

１２０）ＹａｎｇＴａｏ，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ＤｕａｎＱｉｎｇｂ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ＤｅｋｋｅｒｓＭａｒｋＪ．，

２０１６，Ｒｏｃｋ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ｉｄ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Ｙｉｎｇｘｉｕ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Ｌｏｎｇ

ｍｅｎＳｈａｎ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７（３）：１０６５—

１０８５．

１２１）杨晓平，刘保金，詹艳，姬计法，徐锡伟，酆少英，高翠君，赵万里，梁贵

平，杜晓泉，２０１６，太行山东缘石家庄南部地壳结构及断裂活动性探测，地球物理学

报，５９（２）：５２８—５４２．

１２２）姚陈，郝重涛，张广利，２０１６，ＳＫＳ波对地壳裂隙各向异性的响应———理

论地震图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９（７）：２４９８—２５０９．

１２３）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éＲ．，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ＰｌａｔｔＪｏｈｎＤ．

，２０１６，Ｉｓ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ｔｉｎｇ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ｃａｕｓｅ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ｇｏｕｇｅｄｕｒ

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３（１３）：６８５２—６８６０．

１２４）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ＰｌａｔｔＪｏｈｎＤ．，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éＲ．，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

２０１６，Ｔｈｅｃｒｕｃｉ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

ｇｏｕｇｅｕｓｉｎｇｈｏｓｔｂｌｏｃｋ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４４（１）：６３—６６．

１２５）姚路，马胜利，王羽，何宏林，陈建业，杨晓松，
!

本利彦，２０１６，汶川地

震断层岩的镜质体反射率———对断层同震摩擦滑动性质的约束，地震地质，３８（４）：

８１７—８２９．

１２６）姚生海，张加庆，李文巧，李宏冲，２０１６，德令哈莲湖地区泥火山特征及托

素湖、可鲁克湖成因调查研究，西北地质，４９（３）：１５５—１６３．

１２７）姚胜楠，何昌荣，２０１６，斜长石在下地壳温度及较低有效压力条件下的摩

擦滑动，地震地质，３８（２）：２９０—３０２．

１２８）袁兆德，刘静，李占飞，邵延秀，李志刚，王鹏，王伟，姚文倩，２０１６，走滑

断裂古地震探槽选址范例，地质通报，３５（１１）：１８０７—１８２８．

１２９）ＹｉＣｈａｏｌｕ，ＢｉＷｅｉｌｉ，Ｌｉ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２０１６，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ｇｌａｃｉａｌｍｏｒａｉｎｅｄｅｐ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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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ｓ：Ｓｏｍ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 （Ｇｅ）ｓｉｇｎ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ｉｎｑｕａｒｔｚ，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３５：６９—７６．

１３０）尹金辉，杨雪，郑勇刚，２０１６，基岩就地１４Ｃ测年及古地震潜在应用，地震地

质，３８（３）：７７３—７８２．

１３１）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Ｇｅ

Ｗｅｉｐｅ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Ｚ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２０１６，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ｌｉｐ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ａｂｒａｉｆａｕｌ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ＧｏｂｉＡｌａｓｈａｎ

ｂｌｏｃｋ，Ｃｈｉｎａ，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８（３）：１９９—２１８．

１３２）庾露，单新建，宋小刚，屈春燕，２０１６，基于子带干涉测量技术的巴基斯坦

地震形变获取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９（４）：１３７１—１３８２．

１３３）余中元，张培震，闵伟，韦庆海，刘玉刚，刘双，２０１６，依兰－伊通断裂带

尚志段晚全新世以来的强震复发间隔：来自古地震与历史文献的约束，地震地质，３８

（４）：８４４—８６１．

１３４）臧琳，宋冬梅，甘宇亮，单新建，崔建勇，邵红梅，沈晨，２０１６，统计模型

与滤波算法的地表温度重建方法探讨，测绘科学，４１（７）：１１—１７．

１３５）臧琳，宋冬梅，单新建，崔建勇，邵红梅，沈晨，时洪涛，宋先月，２０１６，基

于被动微波与时空联合算法的云下像元 ＬＳＴ重建，遥感技术与应用，３１（４）：７６４—

７７２．

１３６）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ＣｈｅｎＱｕａｎ，２０１６，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

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ＭＡＰ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ｖｅｒ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

ｕｓ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５４（８）：４９２９—４９４０．

１３７）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ＣｈｅｎＱｕａｎ，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２０１６，Ｒａｄａ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ｏｆｆｓｐ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ｓｔａｔｉｃ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ｔｏ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

ｎｅｓｓａｔＬ－ｂａｎｄ，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３（１２）：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１３８）张波，何文贵，庞炜，吴赵，邵延秀，袁道阳，２０１６，青藏块体北部金塔南

山断裂晚第四纪走滑活动的地质地貌特征，地震地质，３８（１）：１—２１．

１３９）张广利，郝重涛，姚陈，２０１６，海洋地震资料多次波衰减方法综述，地球物

理学进展，３１（６）：２７７７—２７８７．

１４０）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ＨｅｔｌａｎｄＥｒｉｃＡ．，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ＶａｌｌｅｅＭａｒｔｉｎ，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

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２０１６，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ｓｌｉｐｏｎａｂａｃｋｒｅｖｅｒｓ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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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ＭＷ６８２０１３Ｌｕ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ｓｔｒｏｎｇｍｏ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ｇｒａｍｓ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６７２：２４—３３．

１４１）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ｃａｉ，２０１６，Ｔｈｅ３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ｌｉｐ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０ＭＷ６９Ｙｕｓｈ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ｉｂｅｔ，Ｃｈｉ

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２４：２６０—２６８．

１４２）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ＨｅｔｌａｎｄＥｒｉｃ，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

Ｆ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ｃａｉ，２０１６，Ｂｌｉｎｄｔｈｒｕｓｔ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５ＭＷ６４Ｐｉ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ｂｙ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３２：１１８—１２８．

１４３）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ＲｅｉｎｅｒｓＰｅ

ｔｅｒＷ．，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２０１６，Ｐｕｌｓｅｄ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ｅ

ｌｉｅ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ｈｉｇｈ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Ｅａｒｔｈ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４９：１７６—１８５．

１４４）张慧婷，周永胜，姚文明，何昌荣，党嘉祥，２０１６，天然麻粒岩高温流变实

验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９（１１）：４１８８—４１９９．

１４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ｑｉａｎ，ＨｕａｎｇＱｉｎｇｈｕａ，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ＧｕｏＺｈｅｎ，ＪｏｈｎＣｈｅｎＹ．，

２０１６，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ｏｓｔｍａｎｔｌｅ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Ｏｒｏｇｅ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ａｍａｎｔｌ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Ｄａｔｏｎｇ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Ｅａｒｔｈ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５３：１８２—１９２．

１４６）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ＹｉｎＡｎ，ＬｉｕＷｅｎｃａｎ，ＤｉｎｇＬｉｎ，ＸｕＸｉａｏｍｅｉ，２０１６，Ｆｉｒｓｔｇｅｏｍｏｒ

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Ｙａｒｌｕｎｇｒｉｖｅ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８（３）：２９３—３１６．

１４７）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２０１６，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ｈｙｌｌｏ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ｒｉｃｈ

ｍｙｌｏｎｉｔｅａｎ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ｂｒｉｔｔｌｅｄｕｃｔｉｌ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１（４）：３０１７—３０４７．

１４８）张宁，郑文俊，刘兴旺，王伟涛，李新男，何文贵，雷启云，邵延秀，２０１６，

河西走廊西端黑山断裂运动学特征及其在构造转换中的意义，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

３８（２）：２４５—２５７．

１４９）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ＨｅｔｌａｎｄＥｒｉｃＡ．，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ＷｅｎＳｈａｏｙ

ａｎ，ＺｕｏＲｏｎｇｈｕ，２０１６，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６，２０１５ＭＷ８３Ｉｌｌａｐｅｌ，

Ｃｈｉｌ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Ｐ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７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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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６年度报告　　

１０２９—１０３８．

１５０）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ｙｏｎｇ，ＺｈｕＷｅｎｂｉ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Ｂｉｈａｉ，ＹａｎｇＷｅｉ，２０１６，

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ＫｕｌｕｋｅｔａｇｅａｎｄＡｋｓｕａｒｅａｓ，ＮＷ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ａｒｉｍ，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７（２）：１７１—１８０．

１５１）赵扬锋，张超，刘力强，潘一山，朱小景，２０１６，循环载荷作用下岩石多参

量特征规律研究，中国安全科学学报，２６（５）：１０５—１１１．

１５２）郑德文，武颖，庞建章，李又娟，王一舟，马严，俞晶星，王英，２０１６，Ｕ－

Ｔｈ／Ｈｅ热年代学原理、测试及应用，第四纪研究，３６（５）：１０２７—１０３６．

１５３）郑茜，孙建宝，张永，２０１６，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时间序列影像分析西昆仑山地

区冰川滑移特征，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６（７）：６０４—６０８．

１５４）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Ｌｉｕ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

Ｇ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ｕＢａｉｙｕｎ，２０１６，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

ｏｆｔｈｅＬｉａｎｇｄ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ｌｕｏ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Ｑｉｎｌｉｎｇ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ＮＷ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

ｉｃｓ，６８７：１—１３．

１５５）郑文俊，袁道阳，张培震，俞晶星，雷启云，王伟涛，郑德文，张会平，李

新男，李传友，刘兴旺，２０１６，青藏高原东北缘活动构造几何图像、运动转换与高原

扩展，第四纪研究，３６（４）：７７５—７８８．

１５６）ＺｈｏｕＹｕ，Ｗａｌｋ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ＨｏｌｌｉｎｇｓｗｏｒｔｈＪａｍｅｓ，ＴａｌｅｂｉａｎＭｏｒｔｅｚａ，Ｓｏｎｇ

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ＰａｒｓｏｎｓＢａｒｒｙ，２０１６，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１９７８

ＭＷ７３Ｔａｂａｓｅ－Ｇｏｌ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Ｉｒａｎ，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

４５２：１８５—１９６．

１５７）朱成林，甘卫军，贾媛，殷海涛，李杰，孔向阳，２０１６，ＧＰＳ测定沂沭断裂

带两侧块体的相对运动状态，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６（１）：５７—６１．

１５８）朱守彪，缪淼，２０１６，地震触发研究中库仑应力随摩擦系数增加而增大的

矛盾及其解决，地球物理学报，５９（１）：１６９—１７３．

１５９）卓燕群，ＢｏｒｎｙａｋｏｖＳ．Ａ．，郭彦双，马瑾，ＳｈｅｒｍａｎＳ．Ｉ．，２０１６，黏土实验模

拟分段剪切拉张下的偏斜角差异对汾渭裂谷带形成演化的影响，地震地质，３８（２）：

２５９—２７７．

１６０）ＺｕｏＲｏｎｇｈｕ，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２０１６，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ａ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ＭＷ７８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ａｎｄ

ＭＷ７３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ｏｆｔｈｅＧｏｒｋｈａＮｅｐａｌ２０１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ＡＳＡＲｉ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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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６８６：１５８—１６９．

１６１）左荣虎，屈春燕，张国宏，单新建，宋小刚，温少妍，徐小波，２０１６，基于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Ａ数据获取美国纳帕 ＭＷ６１地震同震形变场及断层滑动反演，地震地质，

３８（２）：２７８—２８９．

２、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ＡｏｋｉＫ．，ＳｅｓｈｉｍｏＫ．，ＨｕＷ．，ＭａＳ．，ＹａｏＬ．，ＸｉｏｎｇＲ．，ＸｉａｏＹ．，

Ｈｉｇｈｌｙｐｌａｓｔ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ｕｇ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ｆｏｒｍｕｄ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６，Ｖｉ

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６，４１７—２２．

２）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ＢａｕｄＰａｔｒｉｃｋ，ＷｏｎｇＴｅｎｇｆｏ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ｉｎ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ｓｕｓｉｎｇＸ－ｒａ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ｍｉｃｒｏ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７８ｔｈＥＡＧ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６，５３０—６２．

３）ＷｕＢ．，ＸｉａＫ．，Ｇｕｏ，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ｄｙ

ｎａｍｉｃｔｅｎｓｉｌ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ｒｏｃｋ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５０ｔｈＵＳ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２０１６，Ｈｏｕｓｔｏｎ，ＴＸ，ＵＳＡ，２０１６，６２６—２９．

４）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ＦａｎＸｉｗｅｉ，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Ｐ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ｕｓｉｎｇｉｎｓｉｔｕ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Ｗａｓｈｉｔａ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３６ｔｈ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６），Ｂｅｉ

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１０—１５．

５）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ＣｈｅｎＱｕａｎ，ＹｕａｎＬｉｕ，Ａｐｒｅｌｉｍｉ

ｎａｒ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ＭＡＰ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ｕｓ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ｉｎｓｉｔｕ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６ｔｈ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６），Ｂｅｉ

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１０—１５．

６）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ＬｉｕＹｕａｎ，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ＣｈｅｎＱｕ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ｂｉｓｔａｔｉｃ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ｔｏ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ａｔＬ－ｂａｎｄ，３６ｔｈ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６），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７１０—１５．

７）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ｕｏＲｏｎｇｈ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

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５Ｃｈｉｌｅ

ＭＷ８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Ｐｒａｇｕｅ，

Ｃｚｅｃ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１６，７１１—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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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ＡｆｉｎｅＩｎＳＡＲ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ｉｌｅｄｆｏｒＡｎｎｉｎｇｈｅＺｅｍｕｈｅＤａ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Ｐｒａｇｕｅ，Ｃｚｅｃ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２０１６，７１１—１９．

９）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ｃａｉ，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Ｔｈｅ３－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ｌｉｐ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０ＭＷ６９Ｙｕｓｈｕ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Ｐｒａｇｕｅ，Ｃｚｅｃｈ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１６，７１１—１９．

１０）ＣａｉＪｕｎｔａｏ，ＸｕＸｉｗｅｉ，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ＴａｎｇＪｉ，Ｒｕｐｔｕｒ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ｓｅｉｓ

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４ＭＳ６５Ｌｕｄ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ｍａｇｅ，ＡＯＧＳＡＧＵ （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

７３１—８５．

１１）ＣｈｅｎＪ．，ＹａｏＬ．，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ｆｌｕｉ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ＡＯＧＳＡＧＵ （ＷＰＧＭ） 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１２）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ＭａＪｉ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Ｂｅｄｒｏｃｋ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ｓ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ＭＳ６３Ｋａｎｇｄ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１３）ＧｕｏＣｈｕｎｌｉ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ｏ

ｖｅｒｐａｓｓｍｏｄｅｌ，ＡＯＧＳＡＧＵ （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

８５．

１４）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ＭａＪｉ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Ｓｕｂ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ａｓｈｅａ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

ｉｎ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

７３１—８５．

１５）ＨａｎＦｅｉ，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ＧｕＺｈａｏｙａｎ，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ｎｕｃｌｉｄｅｓ２６Ａｌ／１０Ｂｅｂｕｒｉａｌｄａｔ

ｉｎｇ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ｇｒａｖｅ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ａｒｏｕｎｄＹｅｍｉｎｇｓｈａｎｈｉｌｌ，Ｎｉｎｇｘｉａ，Ｃｈｉｎａ，ＡＯＧＳＡＧＵ

（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１６）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ＹａｏＳｈｅｎｇｎａｎ，Ｒｏｂｕｓ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

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ｌｉｐ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ＯＧＳＡＧＵ （ＷＰＧＭ）

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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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ＭａＪｉｎ，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ｓｔｒａｉｎｂａｎｄａｔｍｅｔａ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ａｇｅ，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１８） 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ｂｉｎ， Ｚｈａｎ Ｙａｎ， 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 ＹａｎｇＨａｏ， Ｚｈａｏ

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Ｑｉａｏ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ｉｓｍ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

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ＡＯＧＳＡＧＵ （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

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１９）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ＭｕｒｒａｙＡｎｄｒｅｗ，ＢｕｙｌａｅｒｔＪａｎＰｉｅｔｅｒ，ＪａｉｎＭａｙａｎｋ，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ｕ

Ｙａｎｃｈｏｕ，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ＴＴＯＳＬａｎｄｐｏｓｔＩＲＩＲＳ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ｆｒｏｍａｃ１Ｍａ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ｅｏｌｉａｎａｎｄ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Ｎｉｈｅｗａｎ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２０）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ＡＯＧＳＡＧＵ （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２１）ＬｉｕＱｉ，ＷｅｎＸｕｅｚｅ，ＳｈａｏＺｈｉｇａｎｇ，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ｏｆｔｈｅ

２０１３ＭＳ７０Ｌｕ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ＯＧＳ

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２２）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

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ｒｅｖｉｅｗ，

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２３）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ＣｈｅｎＴａｏ，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

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ｏｆｆｓｅｔ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

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

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２４）ＳｈａｏＧｕｉ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ＹｕＧｕｏ，Ｍｏｄｅｌｓｔｕｄｙｆｏｒｐｈａｓｅｒｏｌｌ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ｑｕａｄ

ｒａｎｔ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ｄａｔａ，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

７３１—８５．

２５）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ＨｕａｎｇＲ．，ＸｕＱ．，ＭａＳ．，ＹａｏＬ．，Ｔｏｇｏ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ｎ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ｗｏｒｋａｎｄａｓｃｏｐｅ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ｎｅｗｌｏｗｔｏ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ｅｓ，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２６）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ＭａＳ．，ＹａｏＬ．，ＴｏｇｏＴ．，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ｆａｕｌｔｓ，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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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２７）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ＬｉＭｉｎｇｊｉａ，ＬｉＴ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ｏｆａｂｌｉｎｄｔｈｒｕｓｔｒａｍｐｆｒｏｍｔｈｅ３Ｊｕｌｙ２０１５ＭＷ６４Ｐｉ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Ａｒａｄ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２８）ＴａｏＷｅｉ，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ｙｃ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ｙ

ｎａｍ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ｙｃｌｅｏ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ＯＧＳ

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２９）ＷａｎｇＫａｉｙｉｎｇ，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ａｒｅａ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Ｓ８０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ＯＧＳＡＧＵ （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

７３１—８５．

３０）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Ｐ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ａｌｏｎｇｍａｊｏｒｆａｕｌｔｓ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３１）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ＣｈｅｎＪｉｅ，ＹａｏＬｕ，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ｑｕａｒｔｚＯＳＬ／ＴＬａｎｄＥＳＲ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ｎ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ＡＯＧＳＡＧＵ

（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３２）ＹｅＴａｏ，ＨｕａｎｇＱｉｎｇｈｕａ，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Ｄｅｅｐ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ａｏｌｉｇｏｎｇ

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Ｙｕｎｎａｎ，ＡＯＧＳＡＧＵ （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３３）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ＬｉｕＹａｊｉｎｇ，ＬｉｎＪｉａｎ，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ｂａｓａｌｔ

ｓａｍｐｌｅｄｆｒｏｍＩＯＤＰ３４９，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

７３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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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ｉｂｉｎ，ＷａｎｇＪｉｊｕ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ＣｈｉｎａＣＳＥＬ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ＡＯＧＳ

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３５）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ｅｌｔａｎ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ｄ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ＡＯＧＳＡＧＵ （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３６）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ＭａＪｉ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Ｔｈｅｓｌｉｐ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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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ｍｂｌ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７３１—８５．

３７）ＳｈａｏＧｕｉ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ＹｕＧｕｏ，Ｍｏｄｅ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ｈａｓｅｓｒｏｌｌｏｕｔｏｆｑｕａｄｒａ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２３ｒｄＥｌｅｃｔｒｏ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２０１６，ＣｈｉａｎｇＭａｉ，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２０１６，８１４—２３．

３８） 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ｂｉｎ， Ｚｈａｎ Ｙａｎ， 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 ＹａｎｇＨａｏ， Ｚｈａｏ

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Ｑｉａｏ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ｉｓｍ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

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Ｖｏｌ

ｃａｎｏｅｓ２０１６，Ｌａｎｚｈｏｕ，Ｇａｎｓ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８２５—２９．

３９）ＬｉｕＪｉｎｇ，ＣｈｅｎＴａｏ，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ＨｕｄｎｕｔＫｅｎｎｅｔｈ，Ｌｅｉ

Ｑｉｙｕｎ，ＬｉＺｈａｎｆｅｉ，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ｏｆｆｓｅｔ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ＬｉＤＡＲａｌｏｎｇａ“ｃｒｅｅｐ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Ｃｅ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ＰａｌｍＳｐｒｉｎｇ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９７—１６．

４０）ＡｏｋｉＫ．，ＳｅｓｈｉｍｏＫ．，ＫａｍｅｔａｋａＭ．，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Ｃｈ．，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ＭａＳ．，Ｙａｏ

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ｏｆＭｏｎｔＴｅｒｒｉ，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ｏｋｙｏ，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６，９１０—１２．

４１）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ＬｉｕＪｉｎｇ，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ＶａｎｄｅｒＷｏｅｒｄＪｅｒｏｍｅ，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

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ｔａｏ，Ｗ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ａｏＷｅｎｑｉａｎ，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ｌａｔｅＱｕａ

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ｓｉｔｕ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

ｎｕｃｌｉｄｅｓｄａｔｉｎｇ，ＵＡＶａｎｄＬｉＤＡＲｓｕｒｖｅｙ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ｅ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ＰａｌｍＳｐｒｉｎｇ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９１１—１４．

４２）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ＭａＹａｎ，Ｗｕ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ａｐａｔｉｔｅ

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ｄａｔｉｎｇ，ｃｈｌｏｒｉｎｅａｎｄＲＥ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ｙＬＡＩＣＰ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ＳｏＰａｕｌｏ，Ｂｒａｚｉｌ，２０１６，９１８—２４．

４３）ＢｉＹａｘｉｎ，ＦｅｎｇＳｈｉｃｈｅ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ＨａｎＢ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ｕｓｉｎｇ

ａ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ｂａｃｋ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９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ＫＳＥＭ２０１６），Ｐａｓｓａｕ，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１６，１０５—７．

４４）ＬａｃｅｙＨｅｌｅｎＣ．Ｐ．，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ＢｅｌｌＲｅｂｅｃｃａＥ．，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ＴｈｏｍａｓＢ．，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Ｗ．，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Ｄｅｅｐ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Ｗｕｈａｎ，Ｈｕ

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１１４—７．

４５）ＡｏｋｉＫ．，ＳｅｓｈｉｍｏＫ．，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ｉＹ．，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Ｃｈ．，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ＭａＳ．，ＹａｏＬ．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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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ｍｅｔａｋａＭ．，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ｏｆＭｏｎｔＴｅｒｒｉ，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４６）ＣｈｅｎＪｉｅ，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Ｍ．，ＯｗｅｎＬｅｗｉｓＡ．，ＬｉＷｅｎｑｉａｏ，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

ＬｉＴａｏ，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Ｃ．，ＳｏｂｅｌＥｄｗａｒｄＲ．，ＣａｆｆｅｅＭａｒｃＷ．，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ｒｃ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Ｋｏｎｇｕｒ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ＡＧＵ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４７）ＥｌｌｉｏｔｔＡｕｓｔｉｎＪ．，Ｗａｌｋ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ＰａｒｓｏｎｓＢａｒｒｙ，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ＡｉｎｓｃｏｅＥｌｅａ

ｎｏｒＡ．，ＡｂｄｒａｋｈｍａｔｏｖＫａｎａｔｂｅｋ，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Ｄａｖｉｄ，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Ｒａｍｏｎ，ＧｒｕｅｔｚｎｅｒＣｈｒｉｓ

ｔｏｐｈ，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

ｓｉａ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４８）ＧｕｏＢｉａｏ，Ｇａｏ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ｆｒｏｍ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４９）ＨｏｌｔＷ．Ｅ．，ＷａｎｇＸ．，ＧｈｏｓｈＡ．，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ｌｏｗ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ｏ

ｐｌａｔ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ｐｌａｔ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

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５０）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ＭａＪｉｎ，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ｓｔｒａｉｎｂａｎｄｓｂｅｆｏｒｅ

ｓｔｒｅｓｓｄｒｏｐ—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

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５１）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ＭａｏＸｕｅ，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ＭａＸｉａｏｌｉｎ，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

ＬｉＹａｎｈａｏ，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ｄｅｇｌａｃｉａｌＸｉｎｍｏｃｕｎ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ｔＤｉｅｘｉ，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

１２１２—１６．

５２）ＪｉａｎｇＹ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ｆｉｅｌｄｆｏｒａｃｔｉｖｅ

ｆａｕｌｔｉｎｓｍａｌｌａｒｅ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Ｐ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５３）ＬａｃｅｙＨｅｌｅｎ，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ＢｅｌｌＲｅｂｅｃｃａＥ．，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Ｒｏｂｅｒｔ

Ｗ．，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ＴｈｏｍａｓＢ．，Ｓｔｉｃｋ，ｓｌｏｗｓｌｉｐ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ｏｆｆａｕｌ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ａ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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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５４）ＬｅｉＳ．，ＲａｎＹ．，ＬｉＹ．，ＣｏｗｇｉｌｌＥ．，ＧａｏＳ．，Ｄ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ｏ

ｓｉｎｉｓｔｒａｌｓｌｉｐｏｎ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ｕｓｉｎｇ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ｆｒｏｍｔｈｅ

Ｇａｎｙａｎｃｈｉｐｕｌｌａｐａｒｔｂａｓｉ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

１２１２—１６．

５５）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ＦｅｎｇＸｉｊｉｅ，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Ｘｕ

Ｈｏｎｇｙａｎ，ＬｉＸｉａｏｎｉ，ＡｉＭ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ａｎ，ＬｖＬｉｘｉｎｇ，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

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ＱｉｓｈａｎＭａｚｈａｏｆａｕｌｔ（Ｓｈ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

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５６）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ＧｏｎｇＷｅ

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Ｆａｕｌｔ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ｄｅｆｉｃｉｔ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Ｌｉｕｐａ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

ｅａｕ，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５７）ＬｉＹｕ，ＺｈａｏＰａｎｐ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ｒｕｓｔ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ｄａｚｉ

ｍｕｔｈ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ｂｅｎｅａｔｈ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Ｇａｎｓｕｆｒｏｍａｍｂｉ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ｎｏｉｓｅ，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５８）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ＣｈｅｎＴａｏ，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

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Ｃｏｕｌｄｏｆｆｓｅｔ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ａｔ

ｔｅｒｎ？———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

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５９）ＳｅｓｈｉｍｏＹ．，ＡｏｋｉＫ．，ＴａｎａｋａＹ．，ＮｉｗａＭ．，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ＭａＳ．，ＹａｏＬ．，Ｋａ

ｍｅｔａｋａＭ．，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ｈｉｏｎｏｈｉｒａ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Ｋｕｒｕｍａ

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ａｔ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ｈｉｏｎｏｈｉｒａＦａｕｌｔ，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６０）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ＥｌｌｉｏｔｔＡｕｓｔｉｎ，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ｋｓａｙｄｏｕｂｌｅ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ｂｅｎｄ，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ｂａｒｒｉｅｒｂ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

１２１２—１６．

６１）ＳｈｉＸｕｈｕａ，ＪａｍｅｓＷｅｌｄｏｎＲａｙ，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ＳｉｅｈＫｅｒｒｙ，ＷａｎｇＹｕ，ＬｉＺｈｉ

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ｌ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Ｊｉｎｇｈｏｎｇｆａｕｌｔｏｎｔｈｅ

Ｓｈ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ｓｙｎｔａｘｉ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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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ＳｏｂｅｌＥｄｗａｒｄＲ．，Ｂａｎｄｅ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ＣｈｅｎＪｉｅ，ＴｈｉｅｄｅＲａｓｍｕｓＣ．，ＭａｃａｕｌａｙＥｕ

ａｎＡ．，Ｍｉｋｏｌａｉｃｈｕｋ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ＧｉｌｄｅｒＳｔｕａｒｔＡ．，ＫｌｅｙＪｏｎａｓ，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

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

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６３）ＳｕｎＫｅ，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ＯｕｚｏｕｎｏｖＤｉｍｉｔａ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ｆｔｈｅＮｅ

ｐａｌＭＷ７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ｎ２５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５ｕｓｉｎｇＯＬＲｄａｔ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６４）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ＹｕＳｏ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ＣｈｅｎＪｉｅ，ＯＳＬａｎｄｐｏｌｌｅ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１４Ｃ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ｄａｍｍｅｄｌａｋ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ｔＭａｏｘｉａｎ，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ｗ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ＡＤ６３８ａｎｄ９５２，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６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ＢｅｃｋＷａｒｒｅｎ，ＭｏｌｎａｒＰｅｔｅｒ

Ｈ．，ＣｈｅｎｇＬ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Ｒａｐｉｄ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ｃａｎ

ｙｏｎ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ａｒｉｄ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ｇｌａｃｉａｌｍｅｌｔｗａｔｅｒｒｕｎｏｆｆ，ＡＧＵ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６６）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ｔ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ａｓｓ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ＧＰＳａｎｄ

ＧＲＡ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

１２１２—１６．

６７） 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Ｔｈｅ２０１６

ＭＷ７０Ｋｕｍａｍｏｔｏ，Ｊａｐ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

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６８）ＺｈａｏＰａｎｐａｎ，ＭｉｃｈｅｌＣａｍｐｉｌｌｏ，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ｆｉｎｅｓｈａｌ

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ｆｒｏｍ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６９）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ＭａＪｉｎ，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ｆａｕｌｔ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

ｔｙｏｎ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１６．

３、在国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李文朋，刘春茹，尹功明，杨晓平，黄雄南，李海波，安徽省合肥市第四纪沉

积物磁化率分析，全国第十五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陕西安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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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３２６—３１。

２）刘进峰，ＡｎｄｒｅｗＭｕｒｒａｙ，ＲｅｚａＳｏｈｂａｔｉ，ＭａｙａｎｋＪａｉｎ，实验剂量和激发温度对

测量岩片红外后红外信号的影响，全国第十五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

会，陕西安康，２０１６，３２６—３１。

３）魏传义，刘春茹，李长安，石英 ＥＳＲ法在河流沉积物物源示踪研究中的探讨

和应用，全国第十五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陕西安康，２０１６，

３２６—３１。

４）杨会丽，陈杰，１９８５年新疆乌恰地震断层释光测年研究，全国第十五届释光

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陕西安康，２０１６，３２６—３１。

５）刘进峰，ＲｅｚａＳｏｈｂａｔｉ，ＡｎｄｒｅｗＭｕｒｒａｙ，岩石表层光释光测年在考古研究中的

应用新进展，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河南郑州，２０１６，５２１—２３。

６）王萍，李晓峰，马振，王慧颖，构造隆升与冰川堰塞坝在阻碍雅鲁藏布江溯

源侵蚀中的作用，青藏高原第四纪环境与灾害学术研讨会，西藏林芝，２０１６，９１８—

２４。

７）ＬａｃｅｙＨｅｌｅｎ，周永胜，ＢｅｌｌＲｅｂｅｃｃａ，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Ｒｏｂｅｒｔ，张雷，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Ｔｈｏｍ

ａｓ，断层带流体中碳酸钙饱和状态变化对摩擦滑动行为的控制作用，２０１６年中国地

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８）毕海芸，郑文俊，任治坤，曾江源，俞晶星，ＳｆＭ摄影测量方法在活动构造定

量研究中的应用，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９）陈小斌，叶涛，蔡军涛，云南盈江－龙陵地震区深部电性结构探测研究，２０１６

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１０）丁锐，张世民，任俊杰，李天龙，刘韶，赵丽媛，尹功明，丽江－小金河断裂

干塘子段构造样式分析，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

１８。

１１）董绍鹏，张培震，郑文俊，张会平，苏琦，晚全新世以来狼山山前断裂活动

的地貌响应，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１２）高翔，郭飚，陈九辉，刘启元，青藏高原东北缘上地幔高分辨率多尺度层析

成像研究，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１３）葛伟鹏，沈正康，王敏，袁道阳，贺鹏超，邵延秀，张波，连续 ＧＰＳ观测研

究阿尔金断裂中段三维运动与青藏高原北部地壳形变机制，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

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６年度报告　　

１４）葛玉魁，刘静，王成善，晚渐新世－早中新世冈底斯最南缘冈底斯砾岩的沉

积、埋藏和剥露历史：来自沉积和低温热年代数据的证据，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

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１５）龚文瑜，ＬｕＺｈｏｎｇ，ＭｅｙｅｒＦｒａｎｚＪ．，干涉合成孔径雷达形变观测对估计岩浆

源参数估计的不确定性的定量研究，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１６）郭彦双，马瑾，刘培洵，亚失稳阶段断层近－远场形变演化特征研究，２０１６

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１７）冯光财，丁超，李志伟，单新建，杜亚男，朱建军，Ｌａｎｄｓａｔ－８影像获取地表

形变误差分析以及巴丹吉林沙漠群移动监测，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１８）韩娜娜，单新建，宋小刚，基于 ＶＨＲＤＥＭ获取地震形变的应用研究———以

２００８年于田 ＭＳ７３地震为例，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

１０１５—１８。

１９）郝重涛，张广利，姚陈，倾斜界面多次波和伴随鬼波时距解析研究，２０１６年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２０）姜峰，陈小斌，陈建志，陈宏嘉，台湾地区地震电信号的时空特征初探，

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２１）姜宇，单新建，宋小刚，联合 ＧＰＳ和 ＩｎＳＡＲ计算小区域活动断层的应变率

场，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２２）蒋汉朝，徐红艳，毛雪，梁莲姬，李艳豪，钟宁，马小林，杨会丽，青藏高原

东缘晚更新世湖相沉积记录的古地震研究，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

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２３）焦中虎，屈春燕，基于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中国陆表温度背景场和热异常提取，

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２４）雷启云，张培震，郑文俊，郑德文，张会平，俞晶星，王伟涛，杜鹏，青藏高

原东北缘的右旋走滑断裂系及其构造意义，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

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２５）李大虎，廖华，丁志峰，詹艳，吴萍萍，应用区域震和远震联合反演龙门山

断裂带南段及邻区三维 Ｐ波速度结构，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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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李大虎，廖华，丁志峰，詹艳，吴萍萍，川滇交界东段莲峰、昭通断裂带及

邻区三维 Ｐ波速度结构和深部孕震环境，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２７）李世念，刘力强，超动态变形场观测系统的研制及断层亚失稳和失稳阶段

动态变形场特征的实验研究，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

１０１５—１８。

２８）李彦川，单新建，屈春燕，宋小刚，姜宇，海原－六盘山断裂深浅部应变积

累特征研究，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２９）李志刚，刘静，贾东，孙闯，王伟，袁兆德，刘保金，青藏高原东缘龙门山山

前断裂系统第四纪活动性，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

１０１５—１８。

３０）李志刚，刘静，贾东，孙闯，王伟，青藏高原东缘龙门山边界晚新生代斜向

逆冲作用，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３１）刘贵，周永胜，石耀霖，何昌荣，高温高压下各向异性糜棱岩变形及强度变

化的实验研究，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３２）刘静，基于高精度地形和虚拟现实的活动断裂研究，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

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３３）刘静，邵延秀，ＫｌｉｎｇｅｒＹａｎｎ，雷中生，袁道阳，以海原断裂为例，活动走滑

断裂的非特征性地震重复行为的古地震证据，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３４）刘静，ＨｏｋｅＧｒｅｇ，唐茂云，ＷｉｓｓｉｎｋＧｒｅｇ，许强，青藏高原东南缘古海拔高

度研究进展，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３５）刘力强，高频微震观测系统的设计与初步观测结果分析，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

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３６）刘晓东，单新建，王振杰，基于强震仪的汶川地震地表变形解算与对比分

析，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３７）刘云华，张国宏，单新建，２０１６年 １月 ２１日门源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及反

演初步结果，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３８）马胜利，杨晓松，龙门山断层带的物理力学性质与地震发生机制，２０１６年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３９）庞建章，郑德文，王英，马严，武颖，王一舟，基于ＬＡＩＣＰＭＳ设备的磷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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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径迹年龄、氯含量及稀土元素联合测试研究，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４０）齐少华，刘启元，陈九辉，郭飚，李顺成，李昱，川西高原地壳分层各向异

性的接收函数研究，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４１）屈春燕，左荣虎，单新建，张国宏，２０１５年智利 ＭＷ８３地震同震／震后形变

场演化及断层滑动／震后余滑反演，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

１０１５—１８。

４２）任治坤，张竹琪，陈涛，张培震，尹金辉，郑文俊，张会平，李传友，基于海

原断裂机载 ＬｉＤＡＲ数据的位错丛集与强震模式关系研究，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

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４３）单新建，屈春燕，张国宏，张迎峰，李彦川，尹皓，刘晓东，基于高频 ＧＮＳＳ

地震学的震源参数与破裂过程实时反演现状及应用，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４４）邵志刚，刘静，姚华健，武艳强，郑勇，孙珂，川滇国家地震监测预报实验

场科学规划初步报告，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４５）宋小刚，单新建，姜宇，基于 ＩｎＳＡＲ和 ＧＰＳ技术的则木河断裂带三维形变

速率场获取，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４６）苏菲，贺怀宇，李又娟，Ｔｈ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４０Ａｒ／３９Ａｒ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ｕｓｉｎｇ

ｄｅｕｔｅｒｏｎｄｅｕｔｅｒ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ｎｅｕｔｒ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

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４７）孙闯，贾东，尹宏伟，李志刚，王毛毛，地形特征对冲断带内断层活动的影

响———龙门山冲断带的启示，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

１０１５—１８。

４８）王鹏，刘静，张智慧，李志刚，曹振中，张金玉，袁晓铭，王伟，邢秀臣，

２００８年汶川 ＭＷ７９地震四川盆地西部砂土液化研究，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

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４９）王伟，ＧｏｄａｒｄＶｉｎｃｅｎｔ，刘静，ＳｃｈｅｒｌｅｒＤｉｒｋ，许冲，利用河沙中的１０Ｂｅ宇成核

素来示踪汶川地震滑坡物质的河流运移速率，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５０）王信国，冷伟，李玉江，何建坤，刘静，彭鸿，刘浩，川滇地区现代地壳运动

的初步结果：三维有限元数值模拟，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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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５１）王英，李又娟，武颖，郑德文，Ｄｕｒａｎｇｏ磷灰石和蓬莱锆石的 （Ｕ－Ｔｈ） ／Ｈｅ

定年，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５２）吴传勇，郑文俊，张培震，张竹琪，俞晶星，阿里木江，贾启超，戴训也，迈

丹断裂晚第四纪活动反映的西南天山构造变形特征，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５３）姚陈，郝重涛，张广利，倾角对海底多次波和伴随鬼波的影响，２０１６年中国

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５４）姚陈，郝重涛，关于横波多次分裂———理论地震图研究初步，２０１６年中国

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５５）姚路，马胜利，
!

本利彦，利用岩石高速摩擦实验认识地震断层滑动的物理

化学过程：现状与展望，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

１８。

５６）尹昊，王振杰，单新建，ＧＮＳＳ实时单点定位在汶川地震震级快速确定中的

应用，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５７）俞晶星，郑文俊，张培震，雷启云，王伟涛，阿拉善地块南部构造活动及其

对周边地块相互作用的响应，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

１０１５—１８。

５８）詹艳，郑文俊，杨皓，赵国泽，孙翔宇，赵凌强，青藏高原东北缘海原－六盘

山构造带深部电性结构及地壳变形，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５９）张会平，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ＰｉｔｌｉｃｋＪｏｈｎ，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ｂａｓｅｌｅｖｅｌｆａｌｌ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

ｅａｕ，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６０）张会平，张培震，郑德文，郑文俊，王伟涛，青藏高原东北缘黄河第四纪溯

源侵蚀及其对周缘地貌的改造控制作用，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６１）张广利，郝重涛，姚陈，海洋倾斜界面水表多次波时距模拟与分析，２０１６年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６２）张广利，郝重涛，姚陈，变深度缆倾斜界面水表多次波和伴随鬼波时距特

征，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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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张国宏，ＨｅｔｌａｎｄＥｒｉｃＡ．，单新建，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ｉｅｓｉｎ

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ｐｏｓｔ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１９９７Ｍａｎｙ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

２００１Ｋｏｋｏｘｉｌ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ｉｂｅｔ，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

１０１５—１８。

６４）张国宏，单新建，冯光财，Ｔｈｅ３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ｌｉｐ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０ＭＷ６９Ｙｕｓｈｕ，Ｔｉｂｅｔ，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

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６５）张金玉，刘静，青藏高原东南缘澜沧江晚更新世以来河流下切速率：来自河

流阶地光释光和宇宙成因核素１０Ｂｅ暴露测年的约束，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６６）张迎峰，单新建，张国宏，龚文瑜，张应力背景下的地震破裂传播探讨———

以 ２０１６年 Ｋｕｍａｍｏｔｏ地震为例，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

１０１５—１８。

６７）赵德政，屈春燕，基于长条带数据与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方法的巴颜喀拉块体中东部地

壳形变研究，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６８）郑文俊，雷启云，张培震，邵延秀，袁道阳，俞晶星，刘兴旺，刘金瑞，阿拉

善地块南缘合黎山南缘断裂探槽揭露的断层活动特征与古地震事件，２０１６年中国地

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６９）周永胜，张慧婷，姚文明，苗社强，党嘉祥，何昌荣，天然麻粒岩高温流变

实验研究，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７０）卓燕群，马瑾，汲云涛，黏滑失稳前应变波的实验观测，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

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１８。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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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新生代安山岩的喷发时代

与成因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６Ｂ０１ 陈立辉，南京大学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２
超高分辨数字散斑测量方法及

系统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６Ｂ０２ 马少鹏，北京理工大学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３
贝叶斯框架下多源数据地震震

源特征联合反演
ＬＥＤ２０１６Ｂ０３ 汪驰升，深圳大学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４
应用同步辐射 ＣＴ和 ＦＩＢＳＥＭ研
究断层带的三维结构

ＬＥＤ２０１６Ｂ０４
汪丽华，中国科学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５
同震变形场的演化及摩擦关系

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６Ｂ０５ 夏开文，天津大学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６
二维岩石波速场变化与应力应

变场关系的主动声发射源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６Ｂ０６ 杨润海，云南省地震局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７
洞穴沉积物对古地震的研究意

义———以龙 门 山 构 造 带 石 笋

（石钟乳）破坏为例

ＬＥＤ２０１６Ｂ０７ 赵学钦，西南科技大学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２、国（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５日，台湾大学胡植庆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

为 “台湾 ２０１６年 ２月 ６日美浓地震同震地表变形和诱发滑移机制”的报告。

２）２０１６年 ２月 ２６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博士后周人杰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做了题为 “探讨非碰撞型造山带的演化史与动力学：以中央安第斯高原南部

为例”的报告。

３）２０１６年３月９—３０日，美国俄勒冈大学ＲａｙＷｅｌｄｏｎ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合

作交流，并赴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开展活动构造野外联合考察工作。

４）２０１６年 ３月 ９—３０日，美国俄勒冈大学 ＥｌｉｓｅＷｅｌｄｏｎ助理研究员访问实验

室，开展合作交流，并赴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开展活动构造野外联合考察工作。

５）２０１６年 ３月 ９—３０日，新加坡地球观测中心博士后石许华访问实验室，开展

合作交流，并赴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开展活动构造野外联合考察工作。

６）２０１６年 ３月 １６日，香港中文大学杨宏峰助理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做了题为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ｏｎ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的报告。

７）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３—１４日，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后ＡｕｓｔｉｎＥｌｌｉｏｔｔ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

８）２０１６年 ４月 １３—１４日，英国牛津大学 ＢａｒｒｙＰａｒｓｏｎｓ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ｆｏｒｌａｒｇｅ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２０１１Ｖａｎ

Ｔｕｒｋｅｙ，ａｎｄ１９７８Ｔａｂａｓ，Ｉｒａｎｅｖｅｎｔｓ”的报告。

９）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３—１４日，英国牛津大学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ａｌｋｅｒ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访问，做了题为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ｎｄ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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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

１０）２０１６年 ４月 １８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超博士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做了题为 “海啸波反演和海啸预警”的学术报告。

１１）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１３—１９日，德国波兹坦地学研究中心汪荣江教授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开设研究生短期课程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ｃｏａｎｄ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ｏｏｌｓ”。

１２）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３０日—６月 ２３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博士生 ＡｒｅｎｄｊｅＪｏｚｉｎａ

Ｌｏｕｉｓｅ访问实验室，开展断层成核合作实验研究。

１３）２０１６年 ６月 １２—２１日，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王克林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Ｓｔｕｄｙｏｆｇｒｅａｔ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Ｒｅｃｅｎｔ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的报告。

１４）２０１６年 ６月 ２２日—８月 ６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沈正康教授访问实

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参加研究生答辩，做了题为 “川滇地区构造形变场与地震危险

性研究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１５）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３—２３日，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生

ＨｅｌｅｎＬａｃｅｙ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实验研究，做了题为 “Ｈｏｗｄｏｅｓｃａｒ

ｂｏｎａｔ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ｆｆｅｃｔｆａｕｌ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ｓｌｉｐ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的报告。

１６）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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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震识别：模版匹配技术以及最新进展”的报告。

１７）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８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地球行星科学系、加州大学伯

克利地震科学实验室博士后薛莲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ｈｅａ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报告。

１８）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２０日—８月 ６日，英国牛津大学 ＢａｒｒｙＰａｒｓｏｎｓ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和联合野外地质考察。

１９）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２０日—８月 ６日，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后 ＡｕｓｔｉｎＥｌｌｉｏｔｔ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和联合野外地质考察。

２０）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２１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地质年代中心田云涛助理研究员

访问实验室，开展实验指导。

２１）２０１６年 ７月２１日—９月７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ＭｉｃｈａｅｌＯｓｋｉｎ教授

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阿尔金断裂、祁连山山前断裂等地区开展构造地

貌、活动断裂等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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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１日—９月７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ＣｈａｎｔｅｌＪｅｎｓｅｎ助理

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阿尔金断裂、祁连山山前断裂等地区开展构

造地貌、活动断裂等考察。

２３）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２１日—９月 ７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生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Ｐｒｕｓ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阿尔金断裂、祁连山山前断裂等地区开展构

造地貌、活动断裂等考察。

２４）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２１日，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 ＲａｙＷｅｌｄｏｎ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①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ｏ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ｅｅ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ｉｇｈｌｙａｃｔｉｖｅ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Ｋｙｒｇ

ｙｚ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ｌａｓｋａＲａｎｇｅ”和② “Ｓｈａｋｉｎｇｉｔｕｐ；Ｓｐａｎ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ｌｉ

ｃｙｉ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ＨａｚａｒｄＳｔｕｄｉｅｓ”的报告。

２５）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６—２７日，美国阿拉斯加大学 ＪｅｆｆｒｅｙＦｒｅｙｍｕｅｌｌｅｒ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Ｅａｒｔｈｓｃｏｐｅ：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的报告。

２６）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２６—２７日，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路中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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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２８日—８月 ９日，荷兰乌德勒支大学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ｐｉｅｒｓ教授访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参加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做了题为 “Ｆａｕｌｔｓ，ｆｌｕｉｄｓａｎ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的报告。

２８）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６—９日，日本建筑研究所 ＢｕｎｉｃｈｉｒｏＳｈｉｂａｚａｋｉ主任研究员访问

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参加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做了

题为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ｌｏｗｓｌｉｐ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的报告。

２９）２０１６年８月６—９日，日本东北大学 ＪｕｎＭｕｔｏ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参加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做了题为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报告。

３０）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６—９日，日本海洋开发研究机构 ＫｅｉｓｕｋｅＡｒｉｙｏｓｈｉ主任研究员

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参加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做了题为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ｎａｆｔｅｒｓｌｉｐ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ｄ”的报告。

３１）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６—９日，日本京都大学 ＹｏｓｈｉｈｉｓａＩｉｏ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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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参加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做了题为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ｒａｐｌａｔ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ｒｏｌｅｓｏｆｆｌｕｉｄ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的报告。

３２）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６—９日，日本产业技术研究所雷兴林主任研究员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参加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做了题为 “Ａ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ｂｙｆｌｕｉ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的报告。

３３）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６—９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刘亚静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

交流，参加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做了题为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ａｓｉｎｓ”的报告。

３４）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６—９日，香港中文大学杨宏峰助理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

交流，参加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做了题为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ｎ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ｕｌ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ｓ”

的报告。

３５）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６—９日，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何冰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参加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６）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６—９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博士后 ＢｅｒｅｎｄＡｎｔｏｎｉｅＶｅｒｂｅｒｎｅ访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参加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做

了题为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ａｌｃｉｔｅｆａｕｌｔｓｓｈｅａｒｅｄｕｎｄｅ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ｐａ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ｂｒｉｔｔｌｅｄｕｃｔｉｌ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的报告。

３７）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６—９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ＲｏｂｅｒｔＷｉｎｔｓｃｈ教授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参加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并做了报告。

３８）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２９日，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ＣａｒｍａｌａＮ．Ｇａｒｚｉｏｎｅ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ＬｈａｓａＴｅｒｒａｎ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３５

ａｎｄ２６Ｍ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ｒａｉｓｅｄ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的报告。

３９）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５—２５日，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ＡｎｎｅｌｉｓａＭｏｅ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

４０）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５—２５日，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ＣａｒｍａｌａＮ．Ｇａｒｚｉｏｎｅ教授访问实

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４１）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５—２５日，美国加州大学北岭分校 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ｅｅｒｍａｎｃｅ教授访问

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４２）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６日，瑞士洛桑大学博士后焦若鸿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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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题为 “新西兰北岛的低温热年代学研究”的报告。

４３）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１６—２５日，巴西欧鲁普雷图联邦大学博士生 ＦａｂｉａｎａＲｉｃｈｔｅｒ访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和联合野外考察。

４４）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２９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生 ＤａｒａＧｏｌｄｂｅｒｇ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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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ｏｄｅｓｙ”的报告。

４５）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１１—２４日，德国波茨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 ＪｅｎｓＴｕｒｏｗｓｋｉ研究

员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和联合野外考察。

４６）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１１—２４日，德国波茨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ＫｒｉｓｔｅｎＣｏｏｋ

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和联合野外考察。

４７）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１—２４日，德国波茨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 ＮｉｅｌｓＨｏｖｉｕｓ研究员

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和联合野外考察。

４８）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１２日，德国波茨坦地球科学中心全球地震学分部 ＲａｉｎｅｒＫｉｎｄ

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Ｎｅｗ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ｉｎ

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的报告。

４９）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２１—２３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地质年代中心田云涛助理研究

员访问实验室，开展交流访问。

５０）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５—９日，日本产业技术研究所雷兴林主任研究员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

５１）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７—１８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 ＬｅｗｉｓＯｗｅｎ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

５２）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７—１８日，美国普渡大学 ＭａｒｃＣａｆｆｅｅ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

５３）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２—３日，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 ＭａｒｔｉｎＶａｌｌéｅ副研究员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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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ｆｔｈｅＧｏｒｋｈ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Ｎｅｐａｌ，２０１５／０４／２５，ＭＷ＝７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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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牛津大学 ＢａｒｒｙＰａｒｓｏｎｓ教授访问实验室

英国牛津大学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ａｌｋｅｒ教授访问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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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胡植庆教授访问实验室

德国波兹坦地学研究中心汪荣江教授访问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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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杨宏峰助理教授访问实验室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博士后周人杰访问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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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俄勒冈大学 ＲａｙＷｅｌｄｏｎ教授赴云南西双版纳开展活动构造野外联合考察

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王克林研究员访问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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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生 ＨｅｌｅｎＬａｃｅｙ
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实验研究

３、实验室人员出国（境）情况

１）２０１６年 １月 ３日—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２日，王伟涛副研究员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交流访问。

２）２０１６年 １月 １７—２４日，刘静研究员赴新加坡地球观测中心交流访问。

３）２０１６年 １月 １７—３１日，博士后李志刚赴新加坡地球观测中心交流访问。

４）２０１６年 ２月 ２０日—３月 ２６日，覃金堂副研究员赴香港大学开展合作研究。

５）２０１６年 ２月 ２３—２６日，张培震研究员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第九届 “中国科

学院院士访校计划”，做了题为 “龙门山的深部地
#

构造变形：来自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

破裂的制约”的报告。

６）２０１６年 ４月 １１—２８日，陈杰研究员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普渡大学交流访

问。

７）２０１６年 ４月 １５日—５月 ２５日，韩非副研究员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开展学术

访问和实验研究。

８）２０１６年 ４月 １７—２２日，特聘外籍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奥地利维也

纳参加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会员大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０１６），做了题为 “Ｈｉｇｈｌｙｐｌａｓｔ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ｕｇ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ａｕｌｔ

ａｎｄ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ｆｏｒｍｕｄ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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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０１６年 ４月 ２８日—１０月 ２７日，陈九辉研究员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大

气与空间科学学院交流访问。

１０）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０日—６月２日，汲云涛助理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第７８

届 ＥＡＧＥ大会暨展览会 （７８ｔｈＥＡＧ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

１１）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１—１６日，单新建研究员赴捷克共和国布拉格参加国际摄影测

量与遥感大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１６）。

１２）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４—２０日，屈春燕研究员赴捷克共和国布拉格参加国际摄影测

量与遥感大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１６），做

了题为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５ＣｈｉｌｅＭＷ８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报告。

１３）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４—２０日，宋小刚副研究员赴捷克共和国布拉格参加国际摄影

测量与遥感大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１６）。

１４）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２７日—８月 ４日，陈顺云副研究员赴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

院地壳研究所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与实验研究，做了题为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ｂｅｄｒｏｃｋ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ＭＳ６３Ｋａｎｇｄ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２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的报告。

１５）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２７日—８月 ４日，王凯英副研究员赴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

院地壳研究所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与实验研究，做了题为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ｏｆｓｅｉｓ

ｍｏｇｅｎｉｃａｒｅａ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Ｓ８０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报告。

１６）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２７日—８月 ４日，汲云涛助理研究员赴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

分院地壳研究所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与实验研究，做了题为 “Ｍｅｔａ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ａｇｅ

（ＭＩＳ）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ｂｙａ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ｃａｍｅｒａ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ｕｓｉｎｇ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ＤＩＣ）”的报告。

１７）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２７日—８月 ４日，博士生宋春燕赴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

地壳研究所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与实验研究，做了题为 “Ａｃａｓｅ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ｆａｕｌｔ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ｔａ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ｂ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报告。

１８）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１４—２３日，硕士研究生邵贵航赴泰国清迈参加第 ２３届国际地

球电磁感应学术讨论会 （Ｔｈｅ２３ｒ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２０１６）。

１９）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２３—２９日，马胜利研究员赴智利圣地亚哥参加 “中国－智利自

然灾害双边研讨会”，做了题为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ｓｏｍｅｋｅ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ｎｇｏ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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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７—１６日，刘静研究员赴美国加州棕榈泉参加美国南加州地震

中心年会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ｅ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１）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１８—２４日，庞建章助理研究员赴巴西圣保罗参加 ２０１６年热年

代学国际会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

２２）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１６—２４日，赵国泽研究员赴英国阿尔斯特大学计算和工程学

院开展学术交流和访问，做了题为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ｕｓｉｎｇａｎｅｗ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ｍｅｔｈｏｄ——— ＣＳＥＬＦｎｅｔｗｏｒｋ”的报告。

２３）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３日—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２日，博士生姜峰赴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

学习。

２４）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１２—１６日，卓燕群助理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

理学会 ２０１６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

２５）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１２—１６日，任治坤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６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做了题

为 “Ｃｏｕｌｄｏｆｆｓｅｔ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Ｈａｉｙｕａｎ

Ｆａｕｌｔ”的报告。

２６）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１２—１６日，张克亮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

学会 ２０１６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

２７）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１２—１６日，郭飚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６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

２８）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１２—１６日，博士后赵盼盼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６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

２９）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１２—１６日，博士研究生李新男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

理学会 ２０１６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

３０）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１２—１６日，陈杰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６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

３１）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１２—１６日，徐红艳工程师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６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

３２）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１２—１６日，李昱助理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

学会 ２０１６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

３３）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１２—１６日，刘静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６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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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１２—１６日，蒋汉朝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６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做了题

为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ｄｅｇｌａｃｉａｌＸｉｎｍｏｃｕｎ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ｓａｔＤｉｅｘｉ，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的报告。

３５）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１２—１６日，张会平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６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

陈九辉研究员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交流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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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春燕研究员、宋小刚副研究员赴捷克布拉格参加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大会

王伟涛副研究员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交流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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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泽研究员赴英国阿尔斯特大学计算和工程学院访问

韩非副研究员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开展学术访问和实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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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英副研究员、陈顺云副研究员、汲云涛助理研究员和博士生宋春燕

赴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访问

４、实验室承办的大型会议

为促进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６—７

日，实验室在京举办了 “断层与地震动力学学术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来自日本、荷兰、加拿大、美国、中国香港地区和国内地震系统、中

国科学院系统、地矿系统以及高等院校的 ６０多名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

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致欢迎词并简要介绍了地质所和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来

自国外和香港地区的 １１位学者以及来自重点实验室的 ６位学者应邀做专题报告。与

会代表围绕断层摩擦性质的实验研究和微观力学模型、地壳流变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断层摩擦性质与地震过程的观测和模拟、诱发地震的观测和模拟、地震成核过程的

实验研究和野外观测、流体在断层活动及地震孕育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

流。研讨会内容精彩、气氛活跃、讨论深入，得到了与会境内外学者的广泛好评。研

讨会期间，境外专家还参观了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构造物理实验设备。研讨

会后，部分国外和国内学者赴北京密云－怀柔对北石城－河防口断裂带 （韧性剪切

带）进行了实地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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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与地震动力学学术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参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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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１２日，即我国

第 ８个 “防灾减灾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地学部三十多名学生来实验室参观。实验室

副主任刘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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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详细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随后同学们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先后参观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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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６年度报告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在实验室参观

实验室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教育实习基地。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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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在实验室开展实验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与实验室工作人员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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