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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水平与贡献

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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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等国

家级研究课题 ６７项。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达 ５７项，在 ２０１８年自然基金项目

申请中共获资助项目 ８项，其中地震科学联合基金 （重点资助）２项；在 ２０１８年国

家科技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请中牵头申请的 １个项目获得资助，作为课题承担单位

参与申请的 ２个项目获得资助，表现出很强的竞争能力。

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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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６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１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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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篇，Ｔｏｐ期刊发表论文 ２５篇，２区

期刊发表论文 ２９篇，分别占实验室发表论文总数的 ５５％、１１５％和 １３４％。此外，

实验室人员在国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１０３篇，在国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

文 ８２篇。其中，实验室主任张培震院士应邀在 “汶川地震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第四

届大陆地震国际研讨会”做大会主题报告，马胜利研究员应邀在 “中国地球科学联

合会学术年会”做大会邀请报告，１０多位专家应邀在国际和国内重要学术会议做专

题特邀报告。

２０１８年制定地震行业标准 １项，登记软件著作权１项，作为参加人获发明专利１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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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在实验室工作的固定人员为 ８２人，全职特聘人员 １名 （闻学

泽），其中研究人员６５人，技术人员１７人，专职管理人员１人。实验室人员在职称结

构上以高级研究人员为主，其中正高级人员 ２８人 （含特聘研究员 １人），副高级人

员 ２８人；在学历结构上以高学历者为主，其中博士学位 ６９人，硕士学位 ９人；在年

龄结构上以中青年人员为主，其中 ４５岁以下人员 ５４人。研究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

院士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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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实验室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效。３名青年科技人员晋升研究员岗位

（张国宏、王丽凤、王伟涛），２名青年科技人员获研究员任职资格 （陈顺云、刘进

峰），５名青年科技人员晋升副高级岗位 （刘云华、张雷、熊建国、尹昕忠、杨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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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名青年科技骨干 （詹艳、张克亮、姚路、徐红艳）、５名博士研究生 （王慧

颖、刘钟尹、赵德政、王志伟、孙翔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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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名青年科研人

员 （熊建国、袁兆德、陈进宇、李又娟、王伟）。青年科技人员承担国家项目、发表论

文的比重持续增加。

２０１８年，实验室共有 ２３名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学位 （其中博士 １０人、硕士 １３

人），出站博士后 １人。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实验室在读研究生 ９５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

５６人，硕士研究生 ３９人），在站博士后 １３人。

４

ＣＭＹＫ



第一部分：实验室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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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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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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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余人次。同时，实验室积极参

加国内学术交流活动，并与国内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了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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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 ９—１０日，实验室主办 “构造变形和地震机理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

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５月 １２—１４日，协办 “汶川地震十周

年国际研讨会暨第四届大陆地震国际研讨会”；６月 ２７—２８日主办 “大地测量与地

震动力学专业委员会第 １次学术研讨会暨专委会成立大会”；１０月 ２４—２５日，主办

“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咨询研讨会”；１１月 １９—２２日，协办 “第 １５次中国岩石力

学与工程学术年会 （ＣＨＩＮＡＲＯＣＫ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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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１２日，即中国第 １０个 “防灾

减灾日”，中国科学院大学的 ４０多名学生来实验室参观。参观活动中，甘卫军研究员

做了题为 “ＧＰＳ大地测量技术及其在地震行业的应用”的报告。随后来访的同学参

观了各个研究单元，实验室工作人员结合展板和科研项目展开了认真细致地介绍，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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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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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 ５—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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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岩石渗透率测量、岩石弹性波测

５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８年度报告　　

量、岩石单轴压缩实验、双剪断层粘滑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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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１６—

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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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名本科生参加了此次活动，单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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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的学术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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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同学们熟悉实验室学科和专业方向，了

解学术前沿动态，加强了同学们对地震事业的关注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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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和开放课题的执行，与地震系统、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１０多个单位开展了

合作研究，吸引了国内外一批科技人员来实验室开展研究。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全

面对外开放共享，为地震系统及其它部门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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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实验室未设立新的自主课题，下达的 ２７０万经费全部用于保障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设立的自主课题的执行。其中 ２０１６年课题投入经费 １２５５万元，２０１７年课题

投入经费 １４４５万元。２０１８年实验室自主课题共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４２篇。

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２０１３年设立的 １项课题结题；２０１４年设立的 ２项课题结题；

２０１５年设立的 ３项课题结题，２项课题延期。

“青藏高原地壳上地幔多尺度速度和密度联合成像研究”课题发展了 ＣＵＢＥＤ

ＳＰＨＥＲＥ坐标下小波域多尺度模型参数化技术，基于压缩感知理论的稀疏约束反演

算法和密度与速度的经验关系，构建了多尺度密度和地震走时联合反演算法。在多

尺度参数化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多种不同尺度、不同分辨率的先验信息模型 （包含

速度、密度、速度间断面）。利用 ＩＳＣ、中国地震台网走时报告以及 ＩＮＤＥＰＴＨ走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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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 ＧＲＡＣＥ卫星重力数据联合反演了青藏高原及邻区壳幔多尺度速度。“老龙湾地

区晚新生代以来构造变形样式及其演化过程”课题从断层磁学、活动构造与构造地

貌角度对老龙湾地区晚新生代以来构造变形样式及其演化过程开展了研究。通过精

确厘定海原断裂带老虎山段晚第四纪滑动速率，结合老虎山断裂深部锁闭浅部蠕滑

的动力学特征，推测老虎山断裂具备与相邻断裂一起触发强震的能力，并且海原断

裂的活动导致了米家山的快速隆升并拉开了老龙湾盆地，而米家山的隆升进一步促

使黄河的快速下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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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基于 Ｃ波段哨兵－１卫星雷达数据和 Ｌ波段 ＡＬＯＳ－１雷

达数据研究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形变特点，结果表明该区域主要的形变以地面沉

降为主，但是北京附近平原区 ＮＷ向线性构造特征与地面沉降场的空间分布具有很

好的相关性，表明这个方向的活动构造是本区域的主要威胁，这也与 ＧＰＳ观测到该

地区张渤带的应变积累较高是符合的。“红河断裂带中段构造动力学特征与大地震危

险背景研究”课题通过野外调查和深－浅构造耦合与构造动力学的分析，得出红河断

裂带中段的闭锁作用引起的应力场分布及其与近 ２０年来周缘地区强震活动的关系，

构建了研究区的初步构造动力学模型，探讨了红河断裂带中段及其北侧地区的现今

运动与形变的构造动力特征，结合古地震、历史与现今地震等资料，综合分析了研究

区是否存在大地震危险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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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利用跨越东昆仑断裂带的 ５个轨道

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存档数据获得了大范围震后形变场空间分布模式，计算了震后不同

时段的平均形变速率，分析了沿东昆仑断裂带不同段落震后形变随时间的衰减演化

过程，同时对 ＩｎＳＡＲ观测结果与研究区的震后 ＧＰＳ剖面进行了对比研究，最终获取

了震后形变时空演化特征及变形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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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使用激光闪烁法原位测量华北克拉通地区典型岩石

的高温热导率参数，结合地表热流密度，岩石生热率等参数，计算获得了华北克拉通

岩石圈的精细热结构。利用典型岩石的流变参数和获得的岩石圈热结构，结合最新

的地壳结构分层、基性麻粒岩流变数据，建立了华北克拉通不同区域岩石圈精细的

流变结构。

２０１６年设立的课题进入结题总结阶段，２０１７年设立的课题正在按计划执行。

２、开放基金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批准开放课题 ６项，资助总额 ９８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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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批准的 ５项开放课题均完成了结题报告。２０１６年批准的 ７项课题均已基本完

成预定任务，进入课题总结阶段。２０１７年批准的 ９项开放课题按计划实施。２０１８年，

实验室资助的开放课题共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２４篇。

由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潘一山教授负责的 “小尺度区域构造三维波速场构建”课

题开展了多种室内外实验，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信号到时确定方法、震源定位方法、误

差分析和峰值振速预测等相关理论，改进和发展了相关理论与公式，其成果可为百

米尺度上微震震源定位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也能够为中小尺度地震研究和浅部

地质构造的解析提供前期的理论基础。由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谢凡博士负责

的 “利用尾波差分成像方法研究岩石在双轴加载过程中物性演化特征”课题利用基

于超声多重散射波的时变成像方法对天然岩石在双轴加载过程中的变化进行了成像，

并借助红外成像结果对波速变化的成像进行了交叉验证。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获

得的由应力导致的波速变化的分辨率更佳，将来完全可以用于对于时间要求更高的

室内模拟地震的成核过程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王信国博士负责的

“青藏高原和邻近地区大规模变形：岩石圈和地幔动力学联合模拟”课题采用岩石圈

和地幔动力学联合模拟方法对青藏高原和邻近地区大规模变形的力源进行研究。发

现深部地幔对流产生的剪切力提供了青藏高原大规模变形的北东－南西向的挤压应

力，岩石圈自身重力势能提供了高原近北西－南东向的拉张应力，这 ２个力的合力才

能较好地和高原地表观测资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不仅可以提升对青藏高原和邻近

地区大规模变形机制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地震灾害评估和地震长期预报。由中国

石油大学 （华东）闫相相博士负责的 “孕震区电场的形成以及在电离层中渗透传播

和扰动特性研究”课题针对地震－电离层耦合这一研究热点问题，收集和分析了包括

地基 ＧＰＳ和空基 ＣＯＳＭＩＣ等大量资料，掌握了地震电离层前沿理论和观测方法；选

取典型实验区，分析了大地震之前可能存在的电离层异常现象，客观地指出了地震

电磁电离层前兆提取中存在的各类不确定的问题和物理机理的复杂性，其研究结果

提高了对地震电离层耦合关系的认识水平。由河南工业大学李卫东副教授负责的

“风云 ２Ｅ静止卫星数据准实时处理及亮温场地震监测技术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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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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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室大事记

１、实验室建设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实验楼建设正式开工。

２、人员变动情况

２０１８年 １月，赵国泽研究员、冉勇康研究员调离实验室；

２０１８年 ４月，孙建宝研究员由空间对地观测与地壳形变研究单元调至固体地球

物理与深部构造研究单元；

２０１８年 ７月，招聘袁兆德、陈进宇、李又娟、王伟、熊建国 ５名青年科研人员；

聘请香港中文大学杨宏峰博士为实验室客座研究员；王伟涛、王丽凤、张国宏获研究

员任职资格；

２０１８年 ８月，马瑾院士去世；

２０１８年 ９月，郑德文研究员调离实验室；王伟涛、王丽凤、张国宏晋升研究员岗

位。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王伟涛研究员调离实验室；刘云华、张雷、熊建国、尹昕忠、杨会

丽晋升副高级岗位；陈顺云、刘进峰获研究员任职资格。

３、仪器设备购置

２０１８年，购置了太阳灯模拟器、主动式雷达矫正器、便携式液氮制冷装置等。

六、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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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运行情

况及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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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

年及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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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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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０８去世

３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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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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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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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０１离开

９ 杨晓松 男 １９５９．０５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１０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岩石力学 博士

１１ 汤　吉 男 １９６３．０３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２ 王　萍 女 １９６４．０３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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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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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郝重涛 女 １９６５．１０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６ 屈春燕 女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１７ 尹功明 男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１８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９ 尹金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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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２０ 周永胜 男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学 博士

２１ 陈九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３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２ 詹　艳 女 １９６９．１２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３ 郑德文 男 １９７１．１０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８．０９调离

２４ 陈小斌 男 １９７２．０７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５ 蒋汉朝 男 １９７３．０３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学 博士

２６ 肖骑彬 男 １９７４．０７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２７ 孙建宝 男 １９７５．０７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８ 王丽凤 女 １９７６．０５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９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地学信息工程 博士

３０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３１ 王伟涛 男 １９７９．１２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８．１２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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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士

３４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高工 地球物理学 其他

３５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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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３７ 王立凤 女 １９７３．０３ 高工 地球物理学 硕士

３８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副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３９ 王凯英 女 １９７６．０１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４０ 陈顺云 男 １９７６．０３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４１ 刘进峰 男 １９７７．０８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学 博士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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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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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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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０５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４５ 韩　非 男 １９８１．１１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与

考古年代学
博士

４６ 马　严 女 １９８２．０２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物理化学 博士

４７ 胡　钢 男 １９８２．０６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自然地理 博士

４８ 覃金堂 男 １９８３．０２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学 博士

４９ 刘彩彩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０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高工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５１ 龚文瑜 女 １９８４．１０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２ 苗社强 男 １９８４．１２ 副研 构造物理学
矿物学、

岩石学、矿床学
博士

５３ 段庆宝 男 １９８６．０３ 副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５４ 姚　路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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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 刘云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９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７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０４ 高工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５８ 尹昕忠 男 １９８３．０５ 高工 地球物理学 硕士

５９ 张　雷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副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６０ 熊建国 男 １９８６．０８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理学 博士 ２０１８．０７来室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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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工程师 电子技术 其他

６３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６４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助研 工程力学 博士

６５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工程师 地球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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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物理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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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地质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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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６９ 汲云涛 男 １９８２．０３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７０ 梁诗明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７１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工程师 构造地质学 硕士

７２ 王　英 女 １９８４．０６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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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恒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７７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工程师 地球化学 硕士

７８ 袁兆德 男 １９８６．０８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８．０７来室

７９ 李又娟 女 １９８８．０３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球化学 博士 ２０１８．０７来室

８０ 陈进宇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助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８．０７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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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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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物理学 硕士

８６ 马　玺 男 １９８９．０１ 工程师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８７ 王　伟 男 １９８９．０２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８．０７来室

２、新增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王丽凤，女，１９７６年生，理学博士，研究员。１９９８年毕业于

太原理工大学，２００１年在原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获得固体

地球物理学硕士学位；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４月，受德国 ＤＡＡＤ

奖学金资助，在德国地学研究中心和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攻读固

体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德国波茨坦大学数学系做博

士后项目。曾先后在南加州大学、沙特国王科技大学、以色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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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调查局和新西兰惠林顿大学等，进行短期学术合作。近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ＧＰＳ／ＩｎＳＡＲ等形变观测为基础的区域构造、断层运动学与动力学建模；以室内岩石

实验为基础的地震物理建模；基于前二者物理模型的地震危险性研究。

先后主持和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德国勃兰登堡州立项目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等科研

项目。目前负责的项目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

业务专项、实验室自主课题等。迄今，以第一作者在 ＪＧＲ、ＧＪＩ等知名期刊发表多篇

论文，并多次评审 ＪＧＲ、ＧＪＩ、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等期刊论文。

张国宏，男，１９７８年出生，博士，研究员。２００３年毕业于

云南大学地球物理系，获地球物理专业学士学位；２００６年毕业

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构造地质学硕士学位。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年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攻读固体地球物理学博士学

位，期间赴法国尼斯大学学习１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赴美国密歇

根大学开展博士后工作。２００６年至今，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

（１）ＩｎＳＡＲ与地震波数据联合反演地震破裂过程；（２）同震、

震后形变场获取及其模拟；（３）震源动力学破裂过程模拟。

近年来主持及参与科技部重点研发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地

区）合作研究项目、面上项目、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等国家级项目、重点实验室自主课

题、所长基金课题等１０余项，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３０余篇，其中 ＳＣＩ收

录１５篇，包括 ＧＲＬ、ＳＲＬ、ＧＪＩ等知名期刊。２０１７年获 “第十届李善邦青年优秀地震

科技论文奖”三等奖。作为主要参加人，２０１２年获中国地理信息协会地理信息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２０１５年获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３、在站博士后和在学研究生

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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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宝新 男 １９７８．０８ 构造物理学 刘力强

３ 博士后 阮　帅 男 １９８３．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４ 博士后 田晓峰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培震

５ 博士后 赵盼盼 男 １９８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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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　业 导师 备　注

６ 博士后 葛玉魁 男 １９８６．０６ 构造地貌学 刘　静

７ 博士后 路　珍 女 １９８７．０９ 构造地质学 马胜利

８ 博士后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９ 博士后 徐克科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甘卫军

１０ 博士后 张　玲 女 １９８６．０４ 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１ 博士后 朱传华 男 １９８９．０１ 地质学 郑德文

１２ 博士后 王一舟 男 １９８９．０９ 构造地貌学 单新建

１３ 博士后 张伟佳 男 １９９０．０６ 构造地貌学 张会平

１４ 博士生 邓　琰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１５ 博士生 苏利娜 女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６ 博士生 李跃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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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博士生 赵凌强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１９ 博士生 钟美娇 女 １９８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０ 博士生 朱成林 男 １９８４．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１ 博士生 丁　锐 男 １９８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２２ 博士生 许建红 男 １９８３．０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２３ 博士生 王阅兵 男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４ 博士生 姚文倩 女 １９８５．０７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２５ 博士生 张永奇 男 １９８５．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６ 博士生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地球化学 郑德文 实验室在职

２７ 博士生 范　晔 女 １９８７．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２８ 博士生 崔腾发 男 １９８７．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２９ 博士生 田　平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３０ 博士生 姜　峰 男 １９９１．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３１ 博士生 刘　琦 男 １９８５．１１ 构造地质学 闻学泽

３２ 博士生 成里宁 男 １９９１．０５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３３ 博士生 孙翔宇 男 １９９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３４ 博士生 陈一方 男 １９９１．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３５ 博士生 黄元敏 男 １９８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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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　业 导师 备　注

３６ 博士生 李彦川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３７ 博士生 李长军 男 １９９０．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８ 博士生 林玲玲 女 １９８２．０３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３９ 博士生 刘钟尹 男 １９９０．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４０ 博士生 牛　露 女 １９９０．０４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４１ 博士生 王慧颖 女 １９９１．０５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４２ 博士生 闫　伟 男 １９８２．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４３ 博士生 罗　明 男 １９８９．０９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４４ 博士生 陶亚玲 女 １９８８．１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４５ 博士生 徐　晶 女 １９８７．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４６ 博士生 张迎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４７ 博士生 熊小慧 女 １９８９．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４８ 博士生 刘　洋 男 １９９１．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４９ 博士生 时　伟 男 １９８９．１０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５０ 博士生 李　媛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５１ 博士生 王志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５２ 博士生 王必任 男 １９８５．０６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５３ 博士生 杨劲松 男 １９８７．０６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５４ 博士生 李雪梅 女 １９８８．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５５ 博士生 王　博 男 １９８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５６ 博士生 赵德政 男 １９９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５７ 博士生 李朝鹏 男 １９９３．０５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５８ 博士生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５９ 博士生 喻　国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彬

６０ 博士生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６１ 博士生 岳　冲 男 １９８９．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６２ 博士生 郭桥桥 男 １９９２．０１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６３ 博士生 戴文浩 男 １９９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６４ 博士生 赵旭东 男 １９９３．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６５ 博士生 吴炜莹 女 １９９３．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６６ 博士生 张伟恒 男 １９９３．０６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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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　业 导师 备　注

６７ 博士生 王培杰 男 １９９３．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６８ 博士生 黄飞鹏 男 １９９３．１０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６９ 博士生 李明佳 男 １９９２．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联合培养

７０ 硕士生 韩龙飞 男 １９９４．０１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７１ 硕士生 刘　奇 男 １９９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７２ 硕士生 刘雁江 男 １９９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彩彩

７３ 硕士生 乔　鑫 男 １９９２．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７４ 硕士生 徐心悦 女 １９９３．０９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７５ 硕士生 杨海明 男 １９９１．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７６ 硕士生 张明洋 男 １９９０．０２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７７ 硕士生 支　明 男 １９９４．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７８ 硕士生 李晓姝 女 １９９５．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郭　飚

７９ 硕士生 邓金花 女 １９９５．０２ 第四纪地质学 韩　非

８０ 硕士生 简慧子 女 １９９４．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丽凤

８１ 硕士生 刘　康 男 １９９５．１２ 构造地质学 王伟涛

８２ 硕士生 李　满 男 １９９４．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彬

８３ 硕士生 宋　刚 男 １９９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８４ 硕士生 黄自成 男 １９９５．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８５ 硕士生 马字发 男 １９９２．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８６ 硕士生 雷蕙如 女 １９９５．０３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８７ 硕士生 石文芳 女 １９９２．０４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８８ 硕士生 李成龙 男 １９９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８９ 硕士生 邸　宁 男 １９９４．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９０ 硕士生 代成龙 男 １９９５．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９１ 硕士生 赵　磊 男 １９９５．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９２ 硕士生 刘世民 男 １９９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９３ 硕士生 韩　静 女 １９９６．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９４ 硕士生 包雨鑫 女 １９９６．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９５ 硕士生 卫晓彤 男 １９９６．０６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９６ 硕士生 郝宇琦 女 １９９３．０６ 灾害地质学 张会平 联合培养

９７ 硕士生 张斯琪 男 １９９４．０１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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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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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 硕士生 童康益 男 １９９２．０５ 地质工程 王　萍 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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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１ 硕士生 刘晓东 男 １９９４．０２ 测绘工程 屈春燕 联合培养

１０２ 硕士生 李天元 男 １９９４．０２ 地球化学 刘进峰 联合培养

１０３ 硕士生 巩佳语 女 １９９５．０５ 矿床学、矿物学、岩石学 尹金辉 联合培养

１０４ 硕士生 候丽燕 女 １９９５．１２ 测绘科学与技术 龚文瑜 联合培养

１０５ 硕士生 李科长 男 １９９０．０８ 地质工程 陈　杰 联合培养

１０６ 硕士生 沙鹏程 男 １９９４．１２ 摄影测量与遥感 宋小刚 联合培养

１０７ 硕士生 王莅斌 男 １９９４．１１ 地质工程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１０８ 硕士生 张志遷 男 １９９４．１１ 测绘工程专业 张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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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茜 女 １９８３．０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２ 博士生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３ 博士生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４ 博士生 陈进宇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５ 博士生 邵延秀 男 １９８４．１１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６ 博士生 李又娟 女 １９８８．０３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７ 博士生 温少妍 女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８ 博士生 袁兆德 男 １９８６．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９ 博士生 王　躲 男 １９８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１０ 博士生 王　伟 男 １９８９．０２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１１ 博士生 商咏梅 女 １９８９．１０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１２ 硕士生 喻　国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彬

１３ 硕士生 马林飞 男 １９９０．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陶　玮

１４ 硕士生 李晓慧 女 １９９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１５ 硕士生 陈　勇 男 １９９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１６ 硕士生 肖　霖 男 １９９１．１２ 构造地质学 王伟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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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　业 导师 备　注

１７ 硕士生 张　姝 女 １９９２．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１８ 硕士生 戴文浩 男 １９９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１９ 硕士生 李文朋 男 １９９２．１２ 第四纪地质学 刘春茹

２０ 硕士生 艾　明 男 １９９３．０２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２１ 硕士生 赵由佳 女 １９９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２２ 硕士生 韩娜娜 女 １９９１．０１ 测绘科学与技术 宋小刚 联合培养

２３ 硕士生 崔富荣 女 １９９１．１１ 地质工程 刘进峰 联合培养

２４ 硕士生 魏传义 男 １９９２．０３ 第四纪地质学 刘春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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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物理学 南方科技大学

３ 周力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８ 教　授 副主任 第四纪地质及年代学 北京大学

４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院士）
委员 构造地质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５ 陈棋福 男 １９６４．１０ 研究员 委员 固体地球物理学
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６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研究员 委员 岩石力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７ 何建坤 男 １９６３．０１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

与地球物理学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８ 黄清华 男 １９６７．１２ 教　授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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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刘　静 女 １９６９．１０ 研究员 委员 地质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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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马胜利 男 １９６０．０３ 研究员 委员 构造物理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３ 任金卫 男 １９５７．０６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１４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研究员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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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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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室承担的科研项目

１、实验室承担的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１
地块及边界带深部

结构与深－浅构造
耦合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１０３ 陈九辉

詹　艳，郭　飚，
李　昱，李顺成，
尹昕忠，齐少华，

赵盼盼，陈一方，

陈　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
准静态驱动下亚失

稳过程的实验与理

论模拟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３０１ 何昌荣

刘培洵，张　雷，
郭彦双，卓燕群，

齐文博，尹昕忠，

任雅琼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３
高频微震仪和通用

地震仪联合台网观

测断层亚失稳过程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３０３ 杨晓松

刘力强，王凯英，

李顺成，陈进宇，

金明培，王晓山，

马红虎，李　雷，
冯向东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４
基于 ＧＰＳ与地温测
量的形变与地应力

观测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３０４ 甘卫军

陈顺云，梁诗明，

张克亮，李彦宝，

刘琼颖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５
断层带物理属性及

破裂动力学模拟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４０４ 周永胜

王丽凤，苗社强，

党嘉祥，姚文明，

马　玺，徐建宽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６
高光谱与激光探测

遥感数据地震应用

技术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６０２ 屈春燕

宋小刚，龚文瑜，

焦中虎，崔月菊，

冯徽徽，李　营，
赵德政，沙鹏程，

侯丽燕，张迎峰，

赵　磊，乔　鑫，
杨龙星，刘兆飞，

徐维维，周升宇，

何　苗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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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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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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地块边界带断裂活

动习性与强震复发

行为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１０１ 郑文俊

张培震，毕海芸，

李传友，刘兴旺，

周　宇，雷启云，
邵延秀，李志刚，

田云涛，刘锋涛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９
巨震震源的深部结

构特征及其识别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２０４ 申重阳

陈小斌，王立凤，

崔腾发，姜　峰，
刘钟尹，王培杰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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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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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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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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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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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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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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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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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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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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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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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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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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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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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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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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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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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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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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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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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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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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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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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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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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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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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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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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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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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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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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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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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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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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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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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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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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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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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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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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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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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

４７
考虑云和地形影响

的地表长波辐射遥

感反演研究

４１７０１４０９ 焦中虎 赵由佳，郑博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８

１９８５年 新 疆 乌 恰
ＭＳ７．４地震断层相
关沉积物光释光测

年探索研究

４１７０２２２２ 杨会丽

罗　明，刘　奇，
ＮａｏｍｉＰｏｒａｔ，
王浩然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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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

程海－宾川断裂新
构造活动对川滇地

块西缘走滑拉张作

用的构造响应

４１７０２２２３ 王　恒
张金玉，姚文倩，

徐心悦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０
粘滑失稳前断层预

滑时空演化及力学

机制的实验研究

４１７０２２２６ 卓燕群 齐文博，李世念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１

甘肃－西秦岭地区
地壳速度结构及不

同层位方位各向异

性的密集地震台阵

的环境噪声研究

４１７０４０５０ 李　昱 陈一方，陈　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２

三维大地电磁实用

化约束反演及 ＧＰＵ
＋ＣＰＵ异构混合并
行改进

４１７０４０７８ 阮　帅
汤　吉，董泽义，
韩　冰，邓　琰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３
川西地区地壳分层

各向异性的接收函

数研究

４１７０４０９５ 齐少华 陈一方，高　翔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４
鄂西－三峡地区更
新世古人类遗址综

合年代学研究

４１７７２１７４ 韩　非
尹功明，张立民，

王　躲，钟　宁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５
玉龙－哈巴雪山晚
第四纪隆升方式研

究

４１７７２１８５ 尹功明
马　严，王　躲，
李文朋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６
秦岭 中 段 （陕 西

段）新生代构造地

貌研究

４１７７２１９８ 庞建章
王　英，王一舟，
肖　霖，李朝鹏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７
多时间尺度重建雅

鲁藏布江大峡谷河

流地貌过程

４１７７２１９９ 王　萍
王　英，胡　钢，
袁仁茂，王慧颖，

李晓峰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８
活动弯矩断层陡坎

的识别、时空演化

特征与强震

４１７７２２２１ 陈　杰

杨会丽，覃金堂，

许建红，李跃华，

罗　明，王浩然，
刘　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９
震后松弛阶段地壳

岩石非稳态蠕变实

验研究

４１７７２２２３ 周永胜

党嘉祥，马　玺，
苗社强，焦　裕，
戴文浩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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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流体渗透扩散对三

峡库区浅层介质物

性及地震活动影响

研究

４１７７２３８４ 张丽芬 段庆宝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１

帕米尔高原内部强

震 “级联”触发机

制的 ＩｎＳＡＲ形变场
检测研究

４１７７４０４３ 孙建宝
梁诗明，李铁明，

李明佳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２

各向异性介质大地

电磁二维反演和三

维自适应有限元正

演

４１７７４０８０ 李予国 肖骑彬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３

断层摩擦滑动与压

溶过程的机制性关

联研究—聚焦基性

岩中的无水矿物

４１７７４１０３ 何昌荣
姚文明，田　平，
刘　洋，张　姝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４
水热作用下花岗岩

和辉长岩的中－高
速摩擦性质研究

４１７７４１９１ 姚　路
马胜利，马　玺，
王　羽，陈进宇，
李晓慧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５
大陆型高原边界地

形演化的对比研究
４１７６１１４４０６５ 刘　静

郑德文，王　萍，
张金玉，王　恒，
葛玉魁，王一舟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中南）

６６

上新世－更新世死
海断裂和阿尔金断

裂地区地貌演化过

程、走滑速率及其

动力学意义

４１７６１１４４０７１ 张会平
郑德文，王伟涛，

刘彩彩，李雪梅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中以）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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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科技

基础性

工作专项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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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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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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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
祁连山河流地貌特

征及其蕴含的构造

意义研究

２０１８Ｍ６４１４２６ 王一舟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７１
四川长宁地震窗注

水影响和机理研究
２０１６ＣＳＥＳ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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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
“万人计划”—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
２０６９９９９ 刘　静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７３
从板块边界到断裂

的动力加载
２０１７ＣＳＥＳ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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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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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５ 九寨沟地震专题 ＪＨ－１７－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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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６
中国地震科学实验

场科学设计预研
２０１８ＣＳＥＳ０１０２

张晓东

孙　珂

刘　静，张金玉，
王　恒，袁兆德，
王　鹏，邵延秀，
徐　晶，韩龙飞，
姚文倩，徐心悦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７７
川滇地区短临预测

新方法探索和应用

研究

２０１８ＣＳＥＳ０２０３ 赵庶凡 韩　冰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７８

基于热红外遥感和

再分析数据的多参

数地震异常提取和

应用

２０１８ＣＳＥＳ０２０５
焦中虎

单新建
吴玮莹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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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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
地震地质与地震动

力学分中心运维与

数据更新

ＸＪＧＸ２０１８０２０４ 刘云华
屈春燕，刘云华，

庾　露，刘岸明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省部级项目

８０

新型空间对地观测

技术在地震监测预

报 中 的 实 用 化 －
２０１８

ＪＨ１８１０ 单新建

屈春燕，张国宏，

宋小刚，张桂芳，

刘云华，龚文瑜，

焦中虎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省部级项目

８１
川滇地震磁扰动观

测台阵建设－２０１８
ＪＨ１８１１ 韩　冰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省部级项目

８２
《活动断层探察年

代测试》标准编制

－２０１８
ＪＨ１８２６ 尹金辉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省部级项目

８３
活动断层探察年代

测试－２０１８
ＪＨ１８３５ 尹金辉 郑勇刚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省部级项目

８４
马瑾院士团队建设

－２０１８
ＪＨ１８３９ 马胜利

刘培洵，王丽凤，

陈顺云，王凯英，

郭彦双，姚　路，
卓燕群，齐文博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省部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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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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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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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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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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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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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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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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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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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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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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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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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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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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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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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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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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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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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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活动隐伏逆断裂研究方法初探 陈　杰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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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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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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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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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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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类型 起止时间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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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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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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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明，毕海芸，郑文俊，尹金辉，袁道阳，任治坤，陈干，刘金瑞，２０１８，利

用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提取活动构造定量参数，地震地质，４０（６）：１２７６—１２９３。

２）ＢａｏＹａｎ，ＧｕｏＷｅｎ，ＷａｎｇＧｕｏｑｕａｎ，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ｕ，ＳｈｅｎＪａｃｋＳ．

，２０１８，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ｌｏｎｅＧＰＳ：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４４（１）：０５０１７００７。

３）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Ｇ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Ｙｕ

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２０１８，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ｌｉｐ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Ｈｅｌ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ｆｒｏｍ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３（３）：２４８４—２５０１。

４）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２０１８，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Ｈｅｌ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２０１８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８），３０５１—３０５４。

５）常金龙，甘卫军，胡宝慧，王同庆，２０１８，日本９０级地震后依舒断裂带北段

地震活动性分析，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８（８）：７８７—７９０＋８００。

６）常金龙，甘卫军，姜博，胡宝慧，２０１８，２０１８年佳木斯汤原 ＭＬ４４地震震源

机制及地震趋势分析，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３９（６）：７０—７７。

７）常金龙，甘卫军，梁诗明，张克亮，２０１８，大华北地区 ＧＰＳ时间序列共模误

差的确定与分析，地震研究，４１（３）：４３０—４３７＋４８９。

８）ＣｈｅｎＪｉｎｙｕ，ＧａｉｌｌａｒｄＦａｂｒｉｃｅ，ＶｉｌｌａｒｏｓＡｒｎａｕｄ，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ＬａｕｍｏｎｉｅｒＭｉ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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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ｅｌ，ＪｏｌｉｖｅｔＬａｕｒｅｎｔ，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ｒｔｙｎ，ＨａｓｈｉｍＬｅｉｌａ，ＳｃａｉｌｌｅｔＢｒｕｎｏ，Ｒｉｃｈａｒｄ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２０１８，Ｍｅｌ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ｃｒｕｓｔ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９：３８３１。

９）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ＷａｎｇＫａｉｙｉｎｇ，Ｍａ

Ｊｉｎ，２０１８，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ｒａｎｏ

ｄｉｏｒｉｔｅｗｉｔｈａｈｏｌｅｄｕｒｉｎｇｂｉａｘｉａｌｌｏ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ｈａｎ

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１５（２）：９９６—１００２。

１０）ＣｈｅｎＴａｏ，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Ｌｅｉ

Ｑｉｙｕｎ，ＬｉＺｈａｎｆｅｉ，２０１８，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ｏｆｆｓｅｔ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ｒｅｅｐｉｎｇＬａｏｈｕＳｈ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ｓｐｈｅｒｅ，１４（３）：１１６５—１１８６。

１１）崔富荣，刘进峰，２０１８，砂岩和花岗岩岩石表层光释光信号晒退速率对比及

测年意义，地球环境学报，９（３）：２２３—２２９。

１２）崔富荣，刘进峰，包创，陈杰，２０１８，岩石暴露年龄释光测定的若干影响因

素研究，第四纪研究，３８（３）：５８７—５９３。

１３）党嘉祥，周永胜，２０１８，钾长石与斜长石变形机制的不同步性，地球物理学

进展，３３（１）：１９—２４。

１４）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２０１８，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

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ｙｃｌｅａｌｏｎｇＹｉｎｇｘｉｕ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ｉ

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１１２（３）：３４１—３５５。

１５）党亚民，杨强，梁诗明，王伟，２０１８，川滇区域活动块体运动与应变特征地

震影响分析，测绘学报，４７（５）：５５９—５６６。

１６）刁少波，贺行良，何乐龙，张道来，张剑，李建平，２０１８，深海碳酸盐岩ＥＳＲ

测年信号的热力学特征，海洋地质前沿，３４（８）：１—６。

１７）丁超，冯光财，周玉杉，王会强，杜亚男，陈晨月，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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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丁凯，李清泉，朱家松，汪驰升，崔扬，管明雷，王丹，樊星，２０１８，海南岛

沿岸海域水体漫衰减系数光谱分析及 ＬｉＤＡＲ测深能力估算，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３８

（５）：１５８２—１５８７。

１９）丁凯，李清泉，朱家松，汪驰升，管明雷，崔扬，杨超，徐天，２０１８，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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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ＩＳ遥感数据评测南海北部区域机载激光雷达测深系统参数，测绘学报，４７（２）：

１８０—１８７。

２０）丁锐，任俊杰，张世民，吕延武，刘汉永，２０１８，丽江－小金河断裂中段晚第

四纪古地震历史，地震地质，４０（３）：６２２—６４０。

２１）董鹏，夏开文，郭彦双，２０１８，平直断层黏滑及动态破裂扩展的实验研究，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３７（Ｓ２）：３９９０—３９９７。

２２）Ｄｏｎｇ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ＣｈｅｎＨｕｉｘ

ｉａｎ，２０１８，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ｇｓｈａｎｒａｎｇｅｆｒｏｎｔ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９（１）：１９３—２０９。

２３）Ｄｏｎｇ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Ｙｕ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ＬｅｉＱｉｙｕｎ，

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ＧｏｎｇＨｕｉｌｉｎｇ，２０１８，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ａｎｇｓ

ｈａｎｒａｎｇｅｆｒｏｎｔｆａｕｌｔ，Ｈｅｔａｏ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ｔｏｎｏ

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３０：６３—８０。

２４）董绍鹏，张培震，郑文俊，余中元，雷启云，杨会丽，刘进峰，宫会玲，

２０１８，河套地区狼山山前断裂的古地震研究———构造及地震危险性启示，地震地质，

４０（６）：１２１６—１２３９。

２５）杜方，闻学泽，冯建刚，梁明剑，龙锋，吴江，２０１８，六盘山断裂带的地震构

造特征与强震危险背景，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２）：５４５—５５９。

２６）ＥｌｌｉｏｔｔＡ．Ｊ．，ＯｓｋｉｎＭ．Ｅ．，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ＳｈａｏＹ．Ｘ．，２０１８，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ｒｕｐｔｕｒｅｔｅｒ

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ａ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ｂｅｎｄｆｒｏｍ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Ｔｅｃｔｏｎｏ

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３３：５７—７２。

２７）ＦａｎＹｅ，ＴａｎｇＪｉ，ＨａｎＢｉｎｇ，ＣｕｉＴｅｎｇｆａ，ＸｕＱｉｎ，２０１８，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ＥＬＦａｎｄｉｔｓＥＭ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３２（１）：１３０—１４０。

２８）ＦａｎＹｕｘｉｎ，ＭｏｕＸｕｅｓｏｎｇ，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ｄａ，ＬｉｕＣｈｅｎｇｙｉｎｇ，ＺｈａｏＨｕｉ，Ｗａｎｇ

Ｆｅｉ，ＬｉＺｈｅｎｊｕｎ，ＭａｏＸｕ，ＬｉｕＷｅｎｈａｏ，ＭａＪｕｎ，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ＺｈａｎｇＦａｎ，ＺｈａｎｇＦｕ，

２０１８，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ｐａｌ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ｎｇｇｅｒＤｅｓｅｒｔ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

１９７：２１—３４。

２９）付博，李志强，陈杰，范熙伟，李晓丽，李涛，姚远，刘耀辉，２０１８，微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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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在 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２５日阿克陶 ＭＷ６６地震中的应用探索，地震地质，４０（３）：

６７２—６８４。

３０）ＧａｏＪｉ，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Ｓｅｎｑｉ，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Ｃｈ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ｐｕ，ＪｉａＸｉ

ａ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ｎｇｔａｏ，ＦｕＬｅｉ，ＧａｏＬｅｉ，ＸｉｎＨａｉｌｉａｎｇ，２０１８，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ｏ

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Ｇｏｎｇｈｅ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ｉｃｓ，７６：１５—２５。

３１）高翔，郭飚，陈九辉，刘启元，李顺成，李昱，２０１８，地幔上涌对鄂尔多斯西

缘岩石圈的改造：来自远震多尺度层析成像的证据，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７）：２７３６—

２７４９。

３２）ＧｅＹｕｋｕｉ，ＬｉＹａｌｉ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ｎａｎ，ＱｉａｎＸｉ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ｗｅｉ，ＺｈｏｕＡｏｒｉｇｅｌｅ，

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２０１８，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ｂｕｒｉａｌａｎｄ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ｏｓｔＧａｎｇ

ｄｅｓ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ｆｒｏ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２３：

６８—８０。

３３）郭春玲，陈小斌，２０１８，大地电磁资料精细处理和二维反演解释技术研究

（六）———交错模型的大地电磁二维反演，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６）：２５４８—２５５９。

３４）ＧｕｏＷｅｉ，ＨｅＨｕａｉｙｕ，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ＢａｉＸｉｕｊｕａｎ，ＳｕＦｅｉ，ＬｉｕＹａｎ，ＺｈｕＲｉｘ

ｉａｎｇ，２０１８，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ｓ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Ａｒ／Ａｒ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ｃｈｒｏｍｅｃｈｌｏｒｉｔｅ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８（６）：２３０。

３５）ＨａｎＮａｎａ，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ｊｉｅ，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２０１８，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Ａｎｎａｎｂａｓｅｇ

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ｆｆｓｅｔ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１５：

１９—２７。

３６）贺鹏超，王敏，王琪，沈正康，２０１８，基于 ２００１年 ＭＷ７８可可西里地震震

后形变模拟研究藏北地区岩石圈流变学结构，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２）：５３１—５４４。

３７）Ｈｅｅｒｍａｎｃ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ＰｅａｒｓｏｎＪｏｚｉ，ＭｏｅＡｎｎｅｌｉｓａ，ＬｉｕＬａｎｇｔａｏ，ＸｕＪｉａｎｈｏｎｇ，

ＣｈｅｎＪｉｅ，ＲｉｃｈｔｅｒＦａｂｉａｎａ，ＧａｒｚｉｏｎｅＣａｒｍａｌａＮ．，ＮｉｅＪｕｎｓｈｅｎｇ，ＢｏｇｕｅＳｃｏｔｔ，２０１８，Ｅｒ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ＴａｋｌｉｍａｋａｎＤｅｓｅｒ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２２ａｎｄ７０Ｍａ，Ｇｅｏｌｏｇｙ，４６（１０）：９１９—９２２。

３８）ＨｕＧａｎｇ，ＹｉＣｈａｏｌｕ，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ｆｕ，ＣａｏＧｕｉｒｏｎｇ，ＰａｎＢａｏｌｉｎ，ＬｉｕＪｉｎｈｕａ，Ｊｉａｎｇ

Ｔａｏ，ＹｉＳｈｕａｎｇｗｅｎ，ＬｉＤｅｈ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ｗｅｉ，２０１８，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ｃ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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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ＬａｋｅＬｉｎｇｇｏＣｏｕｓｉｎｇａ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ＳＬ，１４Ｃａｎｄ２１０Ｐｂｄａｔｉｎｇ：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

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Ｂｏｒｅａｓ，４７（２）：６５６—６７０。

３９）ＨｕＰ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ｉｈｅ，ＷａｎｇＸｉｎｋｅ，ＺｈｏｕＹｕｒｕｉ，ＴｏｎｇＷａｎｇｓｈｕ，ＬｕａｎＸｉｎ

ｇｌｏｎｇ，ＭａＸｉ，Ｚｈｏｕ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ＣｈｕＰａｕｌＫ．，ＺｈａｏＰｅｎｇｄａ，２０１８，Ｋ２ＭｇＳｉ３Ｏ８ｉｎｓｌｏｗｒｅ

ｌｅａｓ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ｏｆ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ｒｅｄｍｕｄｂａｓｅｄ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ｎｔ，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５（８）：８２９—８３５。

４０）ＨｕＰ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ｉｈｅ，ＺｈｏｕＹｕｒｕｉ，ＭａＸｉ，ＷａｎｇＸｉｎｋｅ，ＴｏｎｇＷａｎｇｓｈｕ，Ｌｕａｎ

Ｘｉｎｇｌｏｎｇ，ＣｈｕＰａｕｌＫ．，２０１８，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ｉｌｉｃｏ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

ｅｒｂｙ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ｒｏｎｏｒｅｔａｉｌｉｎｇ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３７

（３）：１０１１—１０１９。

４１）ＨｕＷｅｉ，ＨｕａｎｇＲｕｎｑｉｕ，ＭｃＳａｖｅｎｅｙＭａｕｒｉ，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ｈｕｉ，ＹａｏＬｕ，Ｓｈｉｍａｍ

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２０１８，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ｔ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ａｌａｒｇｅｌｏｗ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４６（３）：２２３—２２６。

４２）黄国娇，巴晶，钱卫，２０１８，地面与井中联合观测的微地震定位和速度结构

同时反演，石油地球物理勘探，５３（２）：３０４—３１０＋２２２。

４３）贾宝新，贾志波，陈扬，２０１８，基于间距折减法浅埋小净距交叉隧道安全性

分析，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１４（２）：５０７—５１３。

４４）贾宝新，贾志波，庞旭阳，２０１８，基于点的有偏生成的二维边坡滑移面搜

索，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１４（３）：６６４—６７１。

４５）贾宝新，孙傲，陈浩，王荷，２０１８，基于 Ｐｅｃｋ公式铁路隧道下穿既有公路隧

道路基沉降规律分析，公路，６３（７）：３１８—３２３。

４６）贾宝新，王荷，周琳力，李志永，２０１８，辽西风积土路基土水特征曲线试验

研究，工程地质学报，２６（３）：６３３—６３８。

４７）ＪｉａＢａｏｘｉｎ，ＺｈｏｕＬｉｎｌｉ，ＰａｎＹｉｓｈａｎ，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ｆａｎｇ，ＬｉＺｈｉｙｏｎｇ，２０１８，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ｉｎ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ｏｐｙ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９２０：３０３—３１１。

４８）贾伟，刘洪春，柳煜，袁道阳，邵延秀，刘兴旺，张波，２０１８，武都－康县断

裂新活动性的滑动速率，地震工程学报，４０（４）：７９４—８０１。

４９）江敏，陈九辉，ＫｕｗａｈａｒａＹａｓｕｔｏ，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Ｒｅｉｋｅｎ，２０１８，利用小震震源机

制解研究汶川地震后龙门山断裂带中段应力场时空演化，地震地质，４０（２）：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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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５０）蒋汉朝，２０１８，结合青藏高原东缘湖沼地震学研究进展浅议 “震积岩”一

词之去留，中国科技术语，２０（６）：４４—４６。

５１）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Ｙａｎ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ｘｉｎｇ，ＭｕＸｉｈａｎ，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２０１８，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ｕｓｉｎｇ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ｖ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ｅｒｒａｉｎｓ，

２０１８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８），

１１６０—１１６３。

５２）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１８，Ｐｒ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ｆｒｏｍｏｐｔｉ

ｃａｌ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８（４）：

１０１３—１０３６。

５３）景先庆，杨振宇，仝亚博，王恒，徐颖超，２０１８，三峡地区新元古代莲沱组

底部凝灰岩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代学及其地质意义，吉林大学学报 （地球科学

版），４８（１）：１６５—１８０。

５４）ＪｉｎｇＸｉａｎ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ｙｕ，ＴｏｎｇＹａｂｏ，ＷａｎｇＨｅｎｇ，ＸｕＹｉｎｇｃｈａｏ，２０１８，Ｉ

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ｄｉａｃａｒａｎｓｔｒａｔａ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１２（１）：５４—７５。

５５）Ｌｅｉ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ＬｉＹａｎｂａｏ，ＣｏｗｇｉｌｌＥｒｉｃ，ＶｅｒｏｓｕｂＫｅｎｎｅｔｈＬ．，ＧａｏＳｈｕａｉｐｏ，Ｘｕ

Ｌｉａｎｇｘｉｎ，Ｒａｎ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２０１８，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Ｇａｎｙａｎｃｈｉ（ＳａｌｔＬａｋｅ）Ｂａｓｉｎ

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Ｇｅｏｓｐｈｅｒｅ，１４（５）：２１８８—２２０５。

５６）雷生学，冉勇康，李彦宝，徐良鑫，郭巍，谢静博，２０１８，海原断裂带干盐池

拉分盆地的沉积演化，地震地质，４０（５）：１０７２—１０８５。

５７）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ＬｉＳｈｉｎｉａ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２０１８，Ｓｅｉｓｍｉｃｂ－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ｆｏｒｅｓｈｏｃｋＡＥ

ｅｖｅｎｔｓ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ｓｏｆｐｒｅｃｕｔ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ｌ，

８：２３６１。

５８）李长军，甘卫军，秦姗兰，郝明，宋尚武，２０１８，滇中主要活断层现今活动

性研究，地震研究，４１（３）：３８１—３８９＋４８８。

５９）ＬｉＤａｈｕ，ＬｉａｏＨｕａ，ＤｉｎｇＺｈｉ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Ｙａｎ，ＷｕＰｉｎｇｐｉｎｇ，Ｘｕ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２０１８，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３Ｄ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

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ｕｓ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ｎｄ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９２（１）：１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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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李海兵，许志琴，马胜利，赵俊猛，２０１８，汶川地震和九寨沟地震断层作用

及动力学过程研究进展———纪念汶川地震十周年，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５）：１６５３—

１６６５。

６１）ＬｉＳｈａｏ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Ｋｅｌｉｎ，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ＤｏｓｓｏＳｔａｎＥ．，２０１８，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ｌｏ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ｃａｄｉａｍｅｇａｔｈｒｕ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ｅａｒｔｈ

ｍｏｄｅ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３（９）：８０５６—８０７２。

６２）李世念，刘力强，汲云涛，２０１８，基于对称恒流的应变调理技术在超动态应

变观测中的应用，仪表技术与传感器，（６）：１００—１０４。

６３）ＬｉＴ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ｅ，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ｏｂ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Ａ．，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ＣｈｅｎｇＸｉ

ａｏｇａｎ，Ｘｕ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１８，Ａｃｔｉｖｅ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ｍ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ｌ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７（８）：２２７８—２３０６。

６４）李文朋，刘春茹，牛东伟，魏传义，李建平，２０１８，怀来盆地珠窝堡遗址

ＥＳＲ年代学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３８（３）：６８０—６８７。

６５）李文朋，刘春茹，尹功明，魏传义，李建平，李芯芯，２０１８，高温烘烤作用对

石英电子自旋共振信号特征的影响———以大同火山烘烤层为例，地球环境学报，９

（６）：５９９—６０６。

６６）李晓峰，王萍，王慧颖，童康益，杨光，２０１８，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河流

地貌参数揭示的地质构造意义，第四纪研究，３８（１）：１８３—１９２。

６７）李晓慧，姚路，马胜利，杨晓松，２０１８，龙门山断裂带金河磷矿剖面断层泥

的低速至高速摩擦性质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５）：１７４１—１７５７。

６８）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ＦｅｎｇＸｉｊｉｅ，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Ｐｉｅｒｃｅ

ＩａｎＫ．Ｄ．，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ＬｉＸｉａｏｎｉ，ＡｉＭ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ａｎ，ＤｏｎｇＪｉｎｙｕａｎ，ＬｉｕＪｉｎｒｕｉ，Ｒｅｎ

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２０１８，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ＱｉｓｈａｎＭａｚｈａｏｆａｕｌｔ：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Ｏｒｄｏｓ，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７（９）：

２９８３—３０００。

６９）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ＨａｎＮａｎａ，２０１８，

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Ｐ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３（１１）：１０３０９—１０３２２。

７０）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ＷｕＹａｎｑｉａｎｇ，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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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ｇＨｏｎｇｂａｏ，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２０１８，ＧＰ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ａｕｌｔ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７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０，７５３，ｄｏｉ：１０３３９０／ｒｓ１００５０７５３。

７１）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ＨｅＨｕａｉｙｕ，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ＰａｎＹｏｎｇｘｉｎ，Ｊｉ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ｕＲｉｘｉａｎｇ，２０１８，４０Ａｒ／３９Ａｒｄ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ｈｉｊｉａｔｕ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ｉａｏｌａｉＢａｓｉｎ：Ｎｅｗａｇ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８６：２５１—２６０。

７２）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ＨｅＨｕａｉｙｕ，ＩｖａｎｏｖＡｌｅｘｅｉＶ．，ＤｅｍｏｎｔｅｒｏｖａＥｌｅｎａＩ．，ＰａｎＹｏｎｇｘｉｎ，

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ｕＲｉｘｉａｎｇ，２０１８，４０Ａｒ／３９Ａ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ｈｉｇｈＴｉ

ｐｈ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Ｅｍｅｉｓｈａｎｖｏｌｃａｎｉｓ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ｔｈｅｌｉｎｋ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ｎｄＧｕａｄａｌｕｐｉａｎｍａｓｓｅｘ

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６０（１５）：１９０６—１９１７。

７３）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ｊｉ，ＤａｉＦｕｃｈｕ，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２０１８，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ｏｆ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ｓａｔＴａｓｈｋｏｒｇａ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ｍｉｒ，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

ｔｉｏｎ），９２（４）：１５７４—１５９１。

７４）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Ｒａｎ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ｇＨｕ，ＬｉＹａｎｂａｏ，ＧａｏＳｈｕａｉｐｏ，２０１８，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ｎｇｘｉｕｆａｕｌｔｏｆ

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ｒｅｎｃ

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ｃａｒｂｏｎｄａｔｉｎｇ，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７（１０）：４０８６—４０９６。

７５）刘彩彩，王宇，２０１８，如何确定居里温度，地球物理学进展，３３（３）：９３４—

９４０。

７６）刘金瑞，任治坤，张会平，李传友，张竹琪，郑文俊，李雪梅，刘彩彩，

２０１８，海原断裂带老虎山段晚第四纪滑动速率精确厘定与讨论，地球物理学报，６１

（４）：１２８１—１２９７。

７７）刘静，张金玉，葛玉魁，王伟，曾令森，李根，林旭，２０１８，构造地貌学：构

造－气候－地表过程相互作用的交叉研究，科学通报，６３（３０）：３０７０—３０８８。

７８）刘云华，龚文瑜，张国宏，张桂芳，单新建，２０１８，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Ａ及 ＡＬＯＳ２数

据约束下的阿克陶地震震源参数反演及发震构造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１０）：

４０３７—４０５４。

７９）刘云华，单新建，张迎峰，赵德政，屈春燕，２０１８，基于地震波及 ＩｎＳＡ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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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 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１８日西藏米林 ＭＳ６９地震发震构造，地震地质，４０（６）：１２５４—

１２７５。

８０）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１８，Ｓｏｕｒｃｅｐａ

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６Ｍｅｎｙ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１５８：１０３—１１１。

８１）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Ｍｃ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Ｄｅｖｉｎ，ＲｅｉｎｅｒｓＰｅｔｅｒ，ＷａｎｇＷｅｉ，Ｐｉｋ

Ｒａｐｈａｅｌ，ＺｅｎｇＬｉｎｇｓｅｎ，ＨｏｋｅＧｒｅｇ，ＸｉｅＫｅｊｉａ，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ＧｅＹｕｋｕｉ，

２０１８，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ｏｆｆａｓｔ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ｂｙ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９０：６２—７６。

８２）鲁人齐，徐锡伟，陈立春，陈桂华，姚琪，孙建宝，任俊杰，任治坤，许冲，

魏占玉，谭锡斌，董绍鹏，石峰，吴熙彦，２０１８，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８日九寨沟 ＭＳ７０地震

构造与震区三维断层初始模型，地震地质，４０（１）：１—１１。

８３）ＬｕＺｈｅｎ，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２０１８，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ｌｉａｔｅｄ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ｗｉｔｈａｂｉｏｔｉｔｅｉｎ

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ａｔ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４０：７２—９２。

８４）ＬｕｏＭｉ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ＯｗｅｎＬｅｗｉｓＡ．，ＨａｎＦｅｉ，Ｙａｎｇ

Ｈｕｉｌｉ，ＷａｎｇＨａｏｒａｎ，ＺｈａｎｇＢｏｘｕａｎ，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ＬｉＹｕｅｈｕａ，２０１８，Ａｔｅｓｔｏｆｒｏｃｋ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ｇｌａｃｉｏｆｌｕｖｉａｌｂｏｕｌｄ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

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１２０：２９０—２９７。

８５）马林飞，陶玮，张永，曾明会，郑茜，２０１８，龙门山断层地震周期及其动力

学过程模拟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５）：１８２４—１８３９。

８６）ＭａＹａｎ，ＳｔｕａｒｔＦｉｎｌａｙＭ．，２０１８，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ｉｎｓｉｔｕ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２１Ｎｅ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ｃｔａ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３７（２）：３１０—３２２。

８７）ＭａＹａ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ｕ

Ｙｉｎｇ，ＳｔｕａｒｔＦｉｎｌａｙＭ．，Ｘｕ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８，ＭｉｄＭｉｏｃｅｎｅ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ｕｐｐｅｒｌｉｍｉｔｆｏｒ
１０Ｂｅ／２１Ｎｅｂｕｒｉａｌａｇ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４８：７２—７９。

８８）缪阿丽，叶碧文，张艺，瞿，高力，２０１８，苏皖地区 ２次中强地震前地下

流体异常及其形成机理分析，中国地震，３４（２）：３５０—３６３。

８９）ＭｉａｏＳｈｅｑ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８，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ｉｆ

ｆｕｓ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ｏｃｋ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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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８年度报告　　

ａｎｄＣａ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ｙ，１３１（２）：１６４７—１６５２。

９０）ＮｉｅＪｕｎｓｈｅｎｇ，ＲｕｅｔｅｎｉｋＧｒｅｇｏｒｙ，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Ｋｅｒｒｙ，ＨｏｋｅＧｒｅｇｏｒｙ，ＧａｒｚｉｏｎｅＣａｒ

ｍａｌａ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ＳｔｏｃｋｌｉＤａｎｉｅｌ，ＨｕＸｉａｏｆｅｉ，ＷａｎｇＺｈａｏ，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Ｓｔｅｖｅｎｓ

Ｔｈｏｍａｓ，ＤａｎｉｓｉｋＭａｒｔｉｎ，ＬｉｕＳｈａｎｐｉｎ，２０１８，Ｒａｐｉｄ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ｋｏｎｇＲｉｖｅｒｉｎ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ｍｏｎｓｏｏｎ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１２）：９４４—

９４８。

９１）牛露，王莉森，马旭东，韩冰，张晓刚，王秀敏，２０１８，红山基准地震台 ＥＬＦ

电磁观测资料异常特征分析，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３９（１）：７８—８４。

９２）牛露，周永胜，姚文明，邵同宾，马玺，党嘉祥，何昌荣，２０１８，高温高压条

件下彭灌杂岩的强度对汶川地震发震机制的启示，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５）：１７２８—

１７４０。

９３）蒲宗文，杨振宇，仝亚博，赵越，王恒，２０１８，青藏高原东南缘保山地体上

新世地壳旋转变形运动的古地磁学研究及构造意义，地质通报，３７（５）：７５９—７７５。

９４）齐文博，２０１８，岩石声发射弱信号的宽带线性放大方法，电子设计工程，２６

（１１）：１４５—１４９。

９５）覃金堂，陈杰，２０１８，释光低温热年代学方法的原理、现状及展望，第四纪

研究，３８（３）：５６２—５７２。

９６）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Ｙｕｅｔｉａｎ，ＺｈｏｕＬｉｐｉｎｇ，２０１８，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ｐＩＲＩＲｓｉｇｎａｌｓｄｕｅｔｏｕｎ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ｔｒａｐｐｉｎｇ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

ｔ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ｒａｄｉｏ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１２０：１３１—

１３６。

９７）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ＺｈｏｕＬｉｐｉｎｇ，２０１８，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Ｚｅｋｅｔａｉｌｏｅｓｓｓｅｃ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ｌｉ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５５：１４６—１５３。

９８）ＲｅｎＹａｑｉｏｎｇ，ＭａＪｉ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２０１８，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ｉｅｌ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ｉｍｐｅｎ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ｂｅｆｏｒ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Ｐ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７５（７）：２５２７—２５３９。

９９）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

２０１８，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ｉｓｍｉ

ｃａｌｌ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７（９）：２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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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２７５７。

１００）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１８，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ｆｏｒｔｗｏ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１）：６７—７３。

１０１）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ｉｅｌｋｅＯｌａｆ，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２０１８，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ｎ４Ｄｈｉｇｈ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１７：２６４—２７１。

１０２）沙茜，周永胜，２０１８，压力对辉长岩矿物反应和部分熔融影响的实验研究，

岩石学报，３４（３）：８５１—８６５。

１０３）ＳｈａｈＳｙｅｄＴａｌｌａｔａｆＨｕｓｓａｉｎ，ＺｈａｏＪｕｎｍｅ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ＢｈａｔｔｉＺａｈｉｄＩｍｒａｎ，

ＮａｎｇｙａｌＧｈａｎｉＫｈ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ｅｎｇ，ＤｅｎｇＧｏｎｇ，ＬｉｕＨｏｎｇｂｉｎｇ，２０１８，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ｉｎ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Ｔｈｒｕｓｔ（ＭＫＴ）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ｉ

ｍａｌａｙａｓ：ＮＮＥ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２７９：５７—６６。

１０４）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ＨａｎＮａｎａ，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２０１８，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２Ｙｕｔｉａ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９２（６）：２４６８—２４６９。

１０５）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ＥｌｌｉｏｔｔＡｕｓｔｉｎＪ．，ＷａｎｇＰ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ＬｉＺｈａｎｆｅｉ，２０１８，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ｋｓａｙｒｅ

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ｄｏｕｂｌｅｂｅｎｄ，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ｂａｒｒｉｅｒｂ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ｕｐｔｕｒ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３（５）：４３０７—４３３０。

１０６）ＳｈｉＸｕｈｕａ，ＷａｎｇＹｕ，ＳｉｅｈＫｅｒｒｙ，ＷｅｌｄｏｎＲａｙ，ＦｅｎｇＬｕｊｉａ，ＣｈａｎＣｈｕｎｇ

ｈａｎ，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２０１８，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ａｎｄＧＰ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Ｓｈ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ｅｆｉｎｅａ

ｃｕｒｖｅｄ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ｓｙｎｔａｘ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

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３（３）：２５０２—２５１８。

１０７）ＳｈｉＸｕｈｕａ，ＷｅｌｄｏｎＲａｙ，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ＷｅｌｄｏｎＥｌｉｓｅ，ＳｉｅｈＫｅｒ

ｒｙ，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ＹａｏＷｅｎｑｉａｎ，ＬｉＺｈａｎｆｅｉ，２０１８，Ｌｉｍｉｔｏｎ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ｉｍ

ｉｎｇ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ｇｒｏｕｎｄ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Ｊｉｎｇｈｏｎｇｆａｕｌｔ，Ｓ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ｓｙｎｔａｘｉ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３４：１４８—１６６。

１０８）ＳｏｈｂａｔｉＲｅｚａ，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ＪａｉｎＭａｙａｎｋ，ＭｕｒｒａｙＡｎｄｒｅｗ，ＥｇｈｏｌｍＤａｖｉｄ，Ｐａｒ

ｉ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ＧｕｒａｌｎｉｋＢｅｎｎｙ，２０１８，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ｔｏ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ｌｓｃａｌｅｈａｒｄｒｏｃｋ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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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ｅｐｔ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９３：

２１８—２３０。

１０９）宋春燕，马瑾，王海涛，张琳琳，２０１８，强震前断裂亚失稳阶段及失稳部位

的特征研究———以新疆南天山西段为例，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２）：６０４—６１５。

１１０）ＳｏｎｇＤｏｎｇｍｅｉ，ＸｉｅＲｕｉｈｕａｎ，ＺａｎｇＬｉｎ，Ｙｉｎ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ＱｉｎＫａｉ，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

ＣｕｉＪｉａｎｙｏｎｇ，ＷａｎｇＢｉｎ，２０１８，Ａｎｅｗ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ｆｒａ

ｒｅ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０（１２）：１９４１。

１１１）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ＹｕｅＨａ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ＦａｎｇＬｉｈｕａ，ＺｈａｎＹａｎ，ＳｕｎＸｉａｎ

ｇｙｕ，２０１８，Ｔｈｅ２０１７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ｅｖｅｎ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ａｙｏｕｎｇ

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５（５）：２２３０—２２４０。

１１２）苏利娜，甘卫军，肖根如，２０１８，高频 ＧＰＳ单历元精密定位及 ＧＰＳ地震学

的研究进展，地球物理学进展，３３（２）：５０３—５１０。

１１３）苏利娜，张勇，２０１８，ＧＰＳ时间序列中同震和震后形变的自动识别和估计，

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４３（１０）：１５０４—１５１０。

１１４）孙君嵩，杜学彬，王丽，崔腾发，２０１８，地电扰动指数 ＧＥＩ研究，地球物理

学报，６１（１１）：４４９３—４５０３。

１１５）ＳｙｌｖａｉｎＭｉｃｈｅｌ，ＡｖｏｕａｃＪｅａ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ＪｏｌｉｖｅｔＲｏｍａｉｎ，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２０１８，

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ｍｏｍｅｎｔｂｕｄｇｅｔ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

Ｐａｒｋｆｉｅｌ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ａｕｌｔ，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

ｃａ，１０８（１）：１９—３８。

１１６）陶亚玲，常宏，强小科，２０１８，长江第一弯河段阶地特征及年代学研究，第

四纪研究，３８（１）：１５１—１６４。

１１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ｅｓｓｉｃａＡ．，ＣｈｅｎＪｉｅ，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ＬｉＴａｏ，ＢｏｏｋｈａｇｅｎＢｏｄｏ，Ｂｕｒ

ｂａｎｋＤｏｕｇｌａｓ，２０１８，Ｃｏａｒｓｅｖｅｒｓｕｓ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ｑｕａｒｔｚＯＳＬａｎｄ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１０Ｂ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

ｄｅｆｏｒｍｅｄ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Ｐａｍｉｒｍａｒｇ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４６：１—１５。

１１８）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ｏｂ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Ａｎｎ，ＬｉＴａｏ，ＢｏｏｋｈａｇｅｎＢｏｄｏ，ＣｈｅｎＪｉｅ，Ｂｕｒｂａｎｋ

Ｄｏｕｇｌａｓ，２０１８，Ｄａｔ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ｒａｔａａｎｄｂａｓｉｎｆｉｌｌｂｙ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２６Ａｌ／１０Ｂｅｂｕｒｉ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ｚｏｎｅ，ＮＷ Ｃｈｉｎａ，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１０（６）：８０６—８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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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Ｔｉａｎ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ｕｏｘｉｎ，ＷａｎｇＢａｏｓｈａｎ，ＹａｏＨｕａｊｉａｎ，ＷａｎｇＦｕｙｕｎ，

ＬｉｕＢａｏｆ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ＧａｏＺｈａｎｙｏｎｇ，ＸｉｏｎｇＷｅｉ，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ｇｕｏ，２０１８，３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ｒｅｇｉｏｎ，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８９（３）：９９２—１００２。

１２０）ＴｉａｎＹｕｎｆｅｎｇ，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ＬｕｏＹｉ，Ｌｉ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ｕＹｉｎｇｓｈｕｎ，Ｇｏｎｇ

Ｂｉｎ，ＬｉｕＬｉｚｈｅｎｇ，Ｇｕｏ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ｆａ，２０１８，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ｌａｓ

ｈａｎＴｕｎｎｅ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ａｎｇｒｉＣｕｏｎａＲｉｆ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Ｃｈｉｎａ，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６３（２１）：１４３９—１４４７。

１２１）ＴｉａｎＹｕｎｆｅｎｇ，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ＬｕｏＹｉ，Ｌｉ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ｆａ，２０１８，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ａｎＭ＜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ｎ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ＬａｋｅＢｕｒｏｇＣｏｆａｕｌｔ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Ｘｉｚ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ｄａｔ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０８（６）：３２４８—３２５９。

１２２）Ｗａｎｇ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ｊｉｎｇ，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

ＬｉｕＪｉａｎｋａｎｇ，Ｍａ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Ｋｅ，ＷａｎｇＳｈｕｇａｎｇ，２０１８，Ｓｈｅａ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ｎｄ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ｂｏｌｔｅｄｒｏｃｋｊｏｉ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ｅｓ，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

Ｒｏｃｋ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５１（６）：１８８５—１９０６。

１２３）汪思妤，艾明，吴传勇，雷启云，张会平，任光雪，李传友，任治坤，２０１８，

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提取 ＤＥＭ技术在活动构造定量研究中的应用———以库米什盆地南

缘断裂陡坎为例，地震地质，４０（５）：９９９—１０１７。

１２４）王博，钟骏，王熠熙，陈石，２０１８，南北地震带北段流体资料地震预测效能

检验，地震，３８（１）：１４７—１５６。

１２５）ＷａｎｇＧｕｏｑｕａｎ，ＢａｏＹａｎ，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Ｇ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ｕｉ，ＸｉａｏＧｅｎｇｒｕ，Ｓｈｅｎ

ＪａｃｋＳ．，２０１８，ＮＣｈｉｎａ１６：Ａｓｔａｂｌｅ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ｆｏ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１１５：１０—２２。

１２６）王家庆，单新建，张国宏，吕健，申星，２０１８，２０１７年九寨沟 ＭＳ７０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与断层滑动分布反演，华北地震科学，３６（２）：１—７。

１２７）王峻，郭飚，２０１８，青藏高原中部地壳和岩石圈厚度，地球科学前沿 （汉

斯），８（８）：１２４６—１２５３。

１２８）王凯英，郭彦双，冯向东，２０１８，应力时空演化揭示出的汶川地震前亚失

稳过程，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５）：１８８３—１８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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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ＷａｎｇＫａｉｙｉｎｇ，ＲｅｂｅｔｓｋｙＹｕＬ．，Ｆ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２０１８，Ｂａｃｋ

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

Ｓｈａｎ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Ｐ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７５（７）：２５０３—２５１２。

１３０）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２０１８，ＴｈｅｎｅｘｔＭ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６ｅｖｅｎｔｉｎＰａｒｋｆｉｅｌｄｉｍｐｌｉｅｄｂｙ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ｋ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ｈａ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３（１０）：８８５８—８８７３。

１３１）王鹏，刘静，张智慧，李志刚，张金玉，王伟，邢秀臣，２０１８，隐伏断层在

强震砂土液化中的作用———以 ２００８年汶川 ＭＷ７９地震为例，地质通报，３７（５）：

７４７—７５８。

１３２）王伟，刘静，ＧｏｄａｒｄＶｉｎｃｅｎｔ，张金玉，许冲，李志刚，徐心悦，许强，王鹏，

谢克家，２０１８，汶川地震同震滑坡物质在震区的滞留和运移及其对龙门山地形演化

的影响，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５）：１９７０—１９８３。

１３３）ＷａｎｇＷｅｉ，ＺｅｎｇＬｉｎｇｓｅｎ，ＧａｏＬｉ－Ｅ，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ｕｏＣｈｕｎｌｉ，ＨｏｕＫｅｊｕｎ，

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２０１８，Ｅｏｃｅｎｅ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ｐｏｔａｓｓｉｃｈｉｇｈＢａＳｒ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ｔｈｏｓ，３２２：３８—５１。

１３４）王伟锋，王乾，单新建，２０１８，库车前陆冲断带横断层发育特征及其形成

机制，中国地质，４５（３）：４９３—５１０。

１３５）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Ｍ．，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

Ｂｏ，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ｊ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ｅｎｊｉｅ，ＴｉａｎＹｕｎｔａｏ，２０１８，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ｅｘｈｕｍａ

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ｍａｊｏｒ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７

（８）：２６７５—２６９４。

１３６）王一舟，张会平，郑德文，李朝鹏，肖霖，李又娟，２０１８，非均衡河道高程

剖面及其蕴含的构造活动信息，第四纪研究，３８（１）：２２０—２３１。

１３７）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

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２０１８，Ｕｓｉｎｇ

ｓｌｏｐｅａｒｅａａｎｄ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ｄｅｃｉｐｈｅｒｔｈｅｒｏｃｋｕｐｌｉｆ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Ｙｕｍｕ

Ｓｈａｎ：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０８：

１１８—１２８。

１３８）王英，贺怀宇，张川统，苏菲，ＰａｄｉｎｈａｒｅｖｅｅｔｉｌＭａｎｃｈａｎＲａｎｊｉｔｈ，马严，郑德

文，２０１８，微量陨石激光熔样稀有气体测定方法，岩石学报，３４（１１）：３４５５—３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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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王阅兵，甘卫军，陈为涛，连尉平，游新兆，２０１８，北斗导航系统精密单点

定位在地壳运动监测中的应用分析，测绘学报，４７（１）：４８—５６。

１４０）王阅兵，甘卫军，陈为涛，游新兆，连尉平，２０１８，ＧＮＳＳ观测的九寨沟７０

级地震同震位移初步结果，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１）：１６１—１７０。

１４１）王志伟，王小龙，马胜利，雷兴林，刘培洵，２０１８，重庆荣昌地区注水诱发

地震的时空分布特征，地震地质，４０（３）：５２３—５３８。

１４２）韦伟，谢超，周本刚，郭志，尹昕忠，李保华，王萍，董绍鹏，魏费翔，王

禹钦，２０１８，西藏米林 Ｍ６９地震及其余震序列地震定位，科学通报，６３（１５）：

１４９３—１５０１。

１４３）卫蕾华，蒋汉朝，何宏林，徐岳仁，高伟，魏占玉，２０１８，末次冰期山西洪

洞高分辨率粒度和磁化率记录的 Ｈ５事件及其气候演化意义，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

质，３８（４）：１９３—２０２。

１４４）魏传义，刘春茹，李长安，冷勇辉，李文朋，尹功明，韩非，李建平，２０１８，

石英不同 ＴｉＬｉ心电子自旋共振信号光晒退特征及其测年意义，地球环境学报，

９（６）：６０７—６１３。

１４５）温少妍，单新建，张国宏，张迎峰，屈春燕，赵德政，李彦川，２０１８，基于

ＩｎＳＡＲ和远场地震波联合反演 ２００８年 ＭＷ６３大柴旦地震震源破裂过程，地球物理学

报，６１（６）：２３０１—２３０９。

１４６）闻学泽，２０１８，巴颜喀拉块体东边界千年破裂历史与２００８年汶川、２０１３年

芦山和 ２０１７年九寨沟地震，地震学报，４０（３）：２５５—２６７。

１４７）ＷｕＣｈｕａｎ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ＪｉａＱｉｃｈａｏ，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ｐｉｎｇ，ＨａｎＧｕｉｈｏｎｇ，ＹａｏＹｕａｎ，２０１８，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ｕｓｈａｎｇｕｘｉＲｉｖｅｒｉｎ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ｏｆ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ｎ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１３：４８—５７。

１４８）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ＹｕＧｕｏ，ＳｈａｏＧｕｉｈａｎｇ，ＬｉＭａｎ，ＷａｎｇＪｉｊｕｎ，２０１８，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ｈｅ

ｏｌｏｇ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ｔ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３（９）：

７２６６—７２８４。

１４９）ＸｉｅＦａｎ，ＲｅｎＹａｑｉｏ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ａｒｏｓｅＥｒｉｃ，ＢａｉｌｌｅｔＬａｕｒｅｎｔ，２０１８，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ｒｏｃｋｕｎｄｅｒｂｉａｘｉａｌｔｅｓｔ：Ａ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ｐｐ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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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８年度报告　　

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ｕｓｅｗａｖ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３（３）：２２１４—

２２２７。

１５０）ＸｉｅＺｕｊｕｎ，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ＹａｏＨｕａｊｉａｎ，ＦａｎｇＬｉ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ＬｉｕＣｈｅｎｇｌｉ，

ＷａｎｇＭａｏｍａｏ，Ｓｈａｎ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ＲｅｎＪｕｎｊｉｅ，ＪｉＬｉｎｇｙｕｎ，ＳｏｎｇＭｅｉｑｉｎ，２０１８，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７ＭＳ７０

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１（３）：３３９—３５２。

１５１）许建红，惠旭辉，程宏宾，张晓亮，尚思歧，２０１８，柴达木盆地西南缘油砂

山断裂的古地震和晚第四纪活动速率，地震地质，４０（２）：４６５—４７９。

１５２）闫玮，陈顺云，汪成国，张琳琳，２０１８，新疆康苏 ２５３０ｍ岩石地温应震特

征初步分析，内陆地震，３２（２）：１５５—１６２。

１５３）Ｙａｎ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ＳｕｎＹａｎｇｙｉ，ＹｕＴａｏ，ＬｉｕＪａｎｎｙｅｎｑ，ＱｉＹｉｆａｎ，ＸｉａＣｈｕｎｌｉａ

ｎｇ，ＺｕｏＸｉａｏｍｉｎ，ＹａｎｇＮａ，２０１８，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ｐｅｒｔｕｒｂｅｄｂｙｔｈｅ２０１１ＭＷ９０Ｔｏｈｏｋｕ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５（１９）：１００５０—１００５６。

１５４）闫小兵，周永胜，李自红，郭瑾，２０１８，１６９５年临汾 ７级地震发震构造研

究，地震地质，４０（４）：８８３—９０２。

１５５）颜燕燕，张家富，胡钢，周力平，２０１８，晋陕峡谷基座阶地沉积物释光测年

方法的比较研究，第四纪研究，３８（３）：５９４—６１０。

１５６）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ｎａｎ，ＨｕａｎｇＷｅｉ

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２０１８，Ａｃｔｉｖｅｆｏｌ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

Ｓｈａｎ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ＮＥＴｉｂｅｔ，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４２：

８４—１００。

１５７）杨劲松，郝瑞祥，王永，２０１８，萨拉乌苏河流域钙结核中碳氧同位素特征

及古环境意义，科学技术与工程，１８（５）：１３—１８。

１５８）ＹａｎｇＹｏｎｇ，ＹａｏＷｅｎｑｉａｎ，ＹａｎＪｉａｊｉａ，ＧｕｏＹｉｎｇ，ＸｉｅＤａｑｉｎｇ，２０１８，Ｍｅｓｏｚｏ

ｉｃａｎｄ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Ｗ Ｔａｒｉｍ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ＰｉｑｉａｎｇＳｅｌｉｂｕｙａ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６０（７）：９２９—９４３。

１５９）杨晓松，段庆宝，陈建业，２０１８，汶川地震断裂带水岩相互作用及其对断

裂带演化影响，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５）：１７５８—１７７０。

１６０）姚陈，郝重涛，２０１８，来自海底高速层径向波的理论地震图研究，地球物

理学报，６１（１）：２１６—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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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２０１８，

Ｆｌａｓｈｈ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ｆｌｕｉ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ｄｔｏｒａｐｉｄ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ａｕｌｔ

ｇｏｕｇ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３（１０）：９０８４—９１００。

１６２）姚远，陈杰，李涛，付博，王浩然，李跃华，陈建波，２０１８，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２５日新疆阿克陶 ＭＷ６６地震宏观震中与地质灾害，地震地质，４０（２）：４２６—４３９。

１６３）叶涛，黄清华，陈小斌，２０１８，滇西南地区南汀河断裂带三维深部电性结

构及其孕震环境，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１１）：４５０４—４５１７。

１６４）ＹｅＴａｏ，ＨｕａｎｇＱｉｎｇｈｕａ，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ｑｉａｎ，ＪｏｈｎＣｈｅｎＹ．，Ｚｈａｏ

Ｌｉ，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２０１８，Ｍａｇｍａｃｈａｍｂｅｒａｎ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ｅｎｇ

ｃｈｏｎｇｖｏｌｃａｎｏａｒｅａｆｒｏｍ３ＤＭ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ｂｌｏｃｋ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３（１２）：１１１１２—

１１１２６。

１６５）ＹｉＳｈｕａｎｇｗｅｎ，ＬｉＸｕｓｈｅｎｇ，ＨａｎＺｈｉｙｏｎｇ，ＬｕＨｕａｙｕ，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Ｗｕ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８，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ＸｉａｓｈｕＬｏｅｓ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５５：１８８—１９７。

１６６）尹昊，单新建，张迎峰，屈春燕，王振杰，刘晓东，张国宏，李彦川，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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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学报，６１

（５）：１８０６—１８１６。

１６７）尹玲，尹京苑，孙宪坤，梁诗明，宋先月，陈晨，２０１８，缺失 ＧＰＳ时间序列

的神经网络补全，测绘科学技术学报，３５（４）：３３１—３３６。

１６８）ＹｉｎＸｉｎｚ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ＰｅｎｇＺｈｉｇａｎｇ，Ｍｅ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Ｇｕｏ

Ｂｉａｏ，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８，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

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３（９）：７７７５—７７９０。

１６９）尹昕忠，周本刚，陈九辉，韦伟，谢超，郭志，２０１８，西藏米林 Ｍ６９地震

早期余震时空分布特征，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６）：２３２２—２３３１。

１７０）ＹｕＧｕｏ，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ＬｉＭａｎ，２０１８，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ｏ

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ｆｏｒ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６６（９）：１７６４—１７８３。

１７１）于庭，巴晶，钱卫，郭梦秋，王恩江，张琳，檀文慧，２０１８，非常规油气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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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８年度报告　　

层脆性评价方法研究进展，地球物理学进展，３３（１）：２３６—２４３。

１７２）Ｙｕ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ＹｉｎＮａ，ＳｈｕＰｅｎｇ，Ｌｉ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ＷｅｉＱｉｎｇｈａｉ，ＭｉｎＷｅｉ，

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１８，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Ｙｉｌａｎ

Ｙｉｔｏ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ＮＥ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５１：１９７—２２５。

１７３）Ｙｕ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ＭｉｎＷｅｉ，ＷｅｉＱｉｎｇｈａｉ，ＬｉｕＹｕｇａｎｇ，２０１８，

Ｌａｔ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ｚｈｉ

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ＹｉｌａｎＹｉｔｏ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ｔ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ｓｌａｎｄＡｒｃ，２７（１）：ｅ１２２３１。

１７４）Ｙｕ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ＭｉｎＷｅｉ，ＷｅｉＱｉｎｇｈａｉ，ＺｈａｏＢｉｎ，２０１８，Ｃｅ

ｎｏｚｏｉｃｐｕｌｓｅｄ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ＤａａｎＤｅｄｕ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ＮＥ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７２２：３８３—３９９。

１７５）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ＷｅｌｄｏｎＩＩＲａｙＪ．，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

，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ＬｉＺｈａｎｆｅｉ，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２０１８，Ａ６０００－ｙｅａｒ

ｌｏｎｇ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Ｘｏｒｋｏｌｉ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

ｆａｕｌｔ，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９７：１９３—２０３。

１７６）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Ｃｕｉ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２０１８，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ｉｇｈｔ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ｏｖｅｒｔｗｏ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２０１８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８），５５２９—５５３２。

１７７）张博
!

，陈杰，覃金堂，袁兆德，李文巧，２０１８，帕米尔高原瓦恰盆地黄土

的石英光释光测年，第四纪研究，３８（３）：６３６—６４５。

１７８）章传银，王伟，甘卫军，李辉，张庆涛，２０１８，利用 ＣＯＲＳ站网监测三峡地

区环境负荷引起的地壳形变与重力场时空变化，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４３

（９）：１２８７—１２９４。

１７９）Ｚ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ｌｉ，ＨａｏＣｈｏｎｇｔａｏ，ＹａｏＣｈｅｎ，２０１８，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ｃｔａ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６６（４）：

４４９—４６０。

１８０）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ＷｅｎＸｕｅｚｅ，ＣａｏＪｉａｎｇｌｉｎｇ，ＹａｎＷｅｉ，ＹａｎｇＹｏｎｇｌｉｎ，ＳｕＱｉｎ，

２０１８，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ｒｅｅｐａｎｄｓｌｉｐ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ｓｈｏｒｔ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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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ｓｈｏｒｔｌｅｖｅｌｓｕｒｖｅｙ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２２：３５６—３７２。

１８１）张金玉，刘静，王恒，石许华，姚文倩，徐晶，徐心悦，２０１８，基岩断面宇

宙成因核素暴露定年：重建正断层古地震序列，地震地质，４０（５）：１１４９—１１６９。

１８２）张金玉，刘静，王伟，唐茂云，李占飞，２０１８，活动造山带地区河流阶地与

下切速率及其时空分布样式，第四纪研究，３８（１）：２０４—２１９。

１８３）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ＳｃｈｅｒｌｅｒＤｉｒｋ，ＹｉｎＡ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ｎｇ

Ｍａｏｙｕｎ，ＬｉＺｈａｎｆｅｉ，２０１８，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ｒｉｖｅｒ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ｓ

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ｄａｔｉｎｇ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１０（５）：６６２—６７６。

１８４）张玲，杨晓平，万景林，郑德文，２０１８，中新生代南北天山差异性抬升历史

的磷灰石裂变径迹证据，岩石学报，３４（３）：８３７—８５０。

１８５）张培震，２０１８，深入研究汶川地震，推进地震科学发展，科学通报，６３

（１９）：１８６２—１８６３。

１８６）ＺｈａｎｇＹ．Ｇ．，ＺｈｅｎｇＷ．Ｊ．，ＷａｎｇＹ．Ｊ．，ＺｈａｎｇＤ．Ｌ．，ＴｉａｎＹ．Ｔ．，ＷａｎｇＭ．，

ＺｈａｎｇＺ．Ｑ．，ＺｈａｎｇＰ．Ｚ．，２０１８，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ｆｒｏｍ

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ｄａｔａ，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５（４）：１８５１—１８５９。

１８７）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ＬｉＸｉａｏｊｕｎ，ＨｕａｎｇＢｅ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Ｗａｎｇ

Ｙｕｅｊｕｎ，２０１８，Ｆａｕｌ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ｒｏ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２００８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Ｐ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７５（２）：５９７—６０９。

１８８）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Ｌｉｕ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ＹｉｎＨａｏ，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Ｓｈａｏｙ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２０１８，Ｓｏｕｒｃ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６

Ｋｕｍａｍｏｔｏ，Ｊａｐ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ＩｎＳＡＲ，ＧＰＳ，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Ｆａｕｌｔ

ｓｌｉｐｕｎｄｅｒ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０８（５Ａ）：

２６７５—２６８６。

１８９）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ＨｅｔｌａｎｄＥｒｉｃＡ．，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

ｉｎｇ，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２０１８，Ｓｏｕｒｃｅ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２０１７ＭＷ６５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８９（４）：１３４５—１３５３。

１９０）张永奇，韩美涛，丁晓光，苏利娜，翟宏光，郑增记，２０１８，基于 ＧＰＳ数据

分析渭河盆地现今地壳形变特征，地震工程学报，４０（１）：６６—７２。

１９１）张永奇，韩美涛，韩晓飞，郑增记，翟宏光，２０１８，Ｋｒｉｇｉｎｇ法在区域重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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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值中的适用性研究，测绘工程，２７（２）：１—６。

１９２）张智河，陈顺云，刘培洵，２０１８，热测应力的技术基础：高精度多通道低功

耗温度测量系统，地震地质，４０（２）：４９９—５１０。

１９３）张智河，郭彦双，陈顺云，２０１８，容性高压脉冲放电系统及其在触发地震

实验研究中的意义，地震地质，４０（６）：１４１７—１４２６。

１９４）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ｌｉａｎｇ，ＳｕｎＪｉｍｉｎ，ＬｕＬｉ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ＬｉＹｏｕ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８，

Ｎｅｏｇｅｎｅ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ａｉｃｈｅ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ｎ

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Ｍｉｏｃｅ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３（１２）：１０３４９—１０３６９。

１９５）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Ｂü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

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２０１８，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

２００１ＭＷ７８Ｋｏｋｏｘｉｌｉ，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７ｙｅａｒｓｏｆＩｎＳ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０（１２）：１—２９。

１９６）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２０１８，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ＧＰ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ｍｏｄｅｌｏｆ

ｔｈｅ２０１７ＭＳ７０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Ｂａｙａｎｈａｒｂｌｏｃｋ，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７２６：８６—９９。

１９７）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ｕｏＲｏｎｇｈｕ，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Ｇｏｎｇ

Ｗｅ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２０１８，Ｂｒｏａｄｓｃａｌｅ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ｒｅ

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ｙａｎｋａｌａＢｌｏｃｋ（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ｕｓｉｎｇＩｎＳＡＲ

ｄａ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５４：２６—４１。

１９８）赵静，刘杰，任金卫，江在森，闫伟，岳冲，苑争一，２０１８，汶川 ８０级地

震前 ＧＰＳ与跨断层资料反映的运动与变形演化特征，中国地震，３４（３）：４１４—４２７。

１９９）赵静，任金卫，江在森，刘晓霞，牛安福，闫伟，岳冲，苑争一，２０１８，龙门

山断裂带西南段闭锁与变形特征，地震研究，４１（２）：２１６—２２５。

２００）赵静，任金卫，江在森，岳冲，２０１８，鲜水河断裂带三维变形特征，地震地

质，４０（４）：８１８—８３１。

２０１）赵凌强，詹艳，王庆良，孙翔宇，杨皓，陈小斌，２０１８，１９５４年甘肃民勤 ７

级地震区深部电性结构特征及地震构造环境研究，地震地质，４０（３）：５５２—５６５。

２０２）赵凌强，詹艳，周本刚，孙翔宇，陈小斌，杨皓，２０１８，１６３１年常德历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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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区深部结构的大地电磁探测研究，地震地质，４０（１）：１５５—１７０。

２０３）赵扬锋，刘力强，张寅，２０１８，三点弯曲脆性岩石试样的微震和电荷感应

信号变化规律，实验力学，３３（６）：９２９—９３７。

２０４）赵勇伟，樊祺诚，李霓，王佳龙，邹颖，２０１８，内蒙古达里诺尔晚新生代火

山群喷发特征研究，岩石学报，３４（１）：１０３—１１２。

２０５）赵由佳，张国宏，单新建，尹昊，屈春燕，２０１８，考虑地形起伏和障碍体破

裂的汶川地震强地面运动数值模拟，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５）：１８５３—１８６２。

２０６）赵由佳，张国宏，张迎峰，单新建，屈春燕，２０１８，基于连续－离散单元法

的汶川地震动力学二维自发破裂全周期模拟研究，地震地质，４０（１）：１２—２６。

２０７）郑博文，龚文瑜，温少妍，张迎峰，单新建，宋小刚，刘云华，２０１８，基于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Ａ的２０１６年青海门源ＭＷ５９地震发震构造特征，地震地质，４０（４）：８７２—

８８２。

２０８）郑丽波，戴雪荣，张欢，曾罡，陈立辉，许锐，２０１８，中国东部四明山古夷

平面遗迹特征与演化，地质学刊，４２（４）：５４３—５５１。

２０９）朱成林，甘卫军，贾媛，李杰，殷海涛，孔向阳，２０１８，沂沭断裂带两侧地

区地震能量释放与块体相对运动的关系，地震地质，４０（２）：２９９—３０９。

２１０）朱成林，甘卫军，李杰，贾媛，王强，殷海涛，２０１８，日本 ＭＷ９０地震后沂

沭断裂带两侧块体相对运动及对地震活动的影响，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３）：９８８—９９９。

２１１）ＺｈｕＨａｉｂｉｎ，ＺｈａｏＹｉｎｇｔａｏ，ＨｅＺｈｉ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ｎａｎ，Ｍａ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２０１８，

Ａｎｅｌａｓｔｉｃｐ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ｌｉｎ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６１（５）：４０—４９。

２１２）ＺｈｕＴａｏ，２０１８，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

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１２（３）：１９０２—１９１９。

２１３）朱涛，２０１８，基于地幔动力学模拟推断云南地区剪切波各向异性源的深

度，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３）：９４８—９６２。

２１４）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ＭａＪｉｎ，２０１８，Ｌａ

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ｉｎｋａｇｅｏｆｐｒｅｓｌｉｐｚｏｎｅｓｐｒｉｏｒｔｏ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ｎｔｒｏｐｙ，２０

（９）：６２９。

２１５）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ＭａＪｉｎ，２０１８，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ｅｍｏｒｌｉｋｅｅｖｅｎｔ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ｓｌｉｐ，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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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５（１４）：６９２６—６９３４。

２１６）ＺｕｚａＡｎｄｒｅｗＶ．，ＷｕＣｈｅｎ，ＲｅｉｔｈＲｏｂｉｎＣ．，ＹｉｎＡｎ，ＬｉＪｉａ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Ｙｕｘｉｕ，ＷｕＬｏｎｇ，ＬｉｕＷｅｎｃａｎ，２０１８，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

Ａｎｅａｒｌｙ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ｏｒｏｇｅｎ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ｌｌｅ

ｔｉｎ，１３０（５－６）：８８１—９２５。

２、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Ｇ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Ｙｕ

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ｅｒｉｖｅｄ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ＨｅｌｉＳｈａｎ

Ｆａｕｌｔ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８，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８４７—１４．

２）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ＣｈｅｎＹｏｎｇ，ＺｈａｏＰａｎｐａｎ，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Ｙｕ，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ｍ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

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８，Ｖｉｅｎｎａ，

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８４７—１４．

３）ＧｕｏＢｉ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ＬｉＹｕ，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Ｑｉｌｉ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ｂｙ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８，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８４７—１４．

４）ＬｉＸｕｅｍｅ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Ｂｅｄｒｏｃｋ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ｏｒｍｉｎｔｈｅＭａｄｏｎｇＳｈａｎ（ＮＥＴｉ

ｂｅｔ）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８，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８４７—１４．

５）ＬｉＹｕ，ＺｈａｏＰａｎｐ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ｒｕｓｔ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ｄａｚｉ

ｍｕｔｈ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ｂｅｎｅａｔｈｗｅ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ｂｙｄｅｎｓ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８，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８４７—１４．

６）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ｐｅｄ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Ｓｏｉｌ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８，Ｖｉ

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８４７—１４．

７）Ｓ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ｍｅｉ，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ＹａｎｇＹｕ，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ｅｉｓ

ｍｉｃ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ａｎｔｌ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

ｍａｎｔｌｅｘｅｎｏｌｉｔｈｓｆｒｏｍ Ｍａｇ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８，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８４７—１４．

８）ＴａｏＹａｌ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Ｘｉａｏｋｅ，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ａ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ｂｅｎｄ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８，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８４７—１４．

９）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ＹａｎｇＹｕ，Ｓ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ｍｅｉ，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ｉ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ｍａｎｔｌｅｘｅｎｏｌｉｔｈｓ，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８，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８４７—１４．

１０）ＹｉｎＸｉｎｚ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ａｒｌｙ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８，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８４７—１４．

１１）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ｔｉｎｇ，ＹａｏＷｅｎｍｉｎｇ，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ＭｉａｏＳｈｅｑｉａｎｇ，

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ａｔ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ｗｅ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８，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

２０１８４７—１４．

１２）ＢｕｉｊｚｅＬｏｅｓ，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ｅ，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ｐｉｅｒｓＣｈｒｉｓｔｏ

ｐｈｅｒ，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ｓｌｉｐｅｖｅｎｔｓｏｎ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ｗｉｔｈ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ｖａｒｙ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

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

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１３）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Ｒ．，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ｗａｔ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

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

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１４）ＧｅＹｕｋｕｉ，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Ｉｓｔｈｅｒ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ｃａｌ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

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

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８年度报告　　

１５）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ＭａＪ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ｍｅｔａ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

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１６）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Ｗｅａｋ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ｍａｆｉｃｒｏｃｋｓｗｈ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

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１７）ＨｕＹａｎ，ＷａｎｇＭｉｎ，ＺｈａｏＢｉｎ，ＷａｎｇＫｅｌｉｎ，Ｌａｔｅｒａｌ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

１５．

１８）ＬｉＳｈｅｎｇｈｕａ，ＣｈｅｎＪｉｅ，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ＬｉＹｕｅｈｕａ，ＧｏｎｇＺｈｉｊｕｎ，ＨｕＧｕｉｍ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ｎ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ｃ

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ｂａｓｉｎｏｆ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

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１９）ＬｉＸｉａｏｈｕｉ，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ＹａｏＬｕ，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Ｆｒｉｃ

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ＢＥ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ｓ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ｃ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

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

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２０）ＬｉｕＪ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ｏｆｆａｓｔ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ｉｎＳＥＴｉｂｅｔ，ｒｅ

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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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ｕｉｌｉ，ＺｈａｎｇＢｏｘｕａ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ｂｅｄｒｏｃｋ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２２）ＭａＪ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ｏｆｍｅｔａｉｎｓｔａｂｌｅｓｔａｇ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ｏ

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

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２３）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

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２４）ＳｈｉＸｕｈｕａ，ＷａｎｇＹｕ，ＳｉｅｈＫｅｒｒｙ，ＷｅｌｄｏｎＲａｙ，ＦｅｎｇＬｕｊｉａ，ＣｈａｎＣｈｕｎｇｈａｎ，

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ａｎｄＧＰ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Ｓｈ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ｅｆｉｎｅａｃｕｒｖｅｄ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ｓｙｎｔａｘ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２５）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ＹａｏＬｕ，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ｓｃａｌｅｉｓｓｕｅｓ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ｕｔｕｒｅｔａｓ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

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 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８年度报告　　

２６）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ｎ

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ｉｎｇＡＬＯＳ－１ＰＡＬＳＡＲ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

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２７）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ＲａｎＺｈｉｊｉ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ａｒｅａ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ｒｏｍ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

１５．

２８）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Ｙａｎ，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ｒｔｙｎ，ＧａｒｙＥｇｂｅｒｔ，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Ｚｈａｏ

Ｇｕｏｚｅ，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ＣｕｉＴｅｎｇｆａ，ＬｉｕＺｈｏｎｇｙｉｎ，Ｓｅｉｍｏｇｅｎｉｃ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ＭＳ７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ＳｏｎｇｐａｎＧａｎｚｉｂｌｏｃｋ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３Ｄ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

１５．

２９）ＴａｏＷｅｉ，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ＭａｓｔｅｒｌａｒｋＴｉｍｏｔｈｙ，ＲｏｎｃｈｉｎＥｒｉｋａ，Ｗａｓｔｈｅ２００８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Ｚｉｐｉｎｇｐ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

１５．

３０）ＴａｏＷｅｉ，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

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ｌｉｐｏｖｅ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ｙｃｌ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

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３１）ＷａｎｇＫａｉｙｉｎｇ，ＲｅｂｅｔｓｋｙＹｕ．Ｌ．，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

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

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３２）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Ｐｒｏｂ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ｋｆｉｅｌ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

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３３）ＷａｎｇＭｉｎ，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ＷａｎｇＦａ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

１５．

３４）Ｗ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ｕＪｉｎｇ，ＧｏｄａｒｄＶｉｎｃｅｎｔ，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Ｄｅｓｔｉｎｙ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ａｎｄ

ｓｌｉｄｅ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３５）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Ｚｈｅｎｇ

Ｄｅ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Ｐｕｌｓｅｄｕｐｗａｒｄａｎｄｏｕｔｗａｒ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ｏｉｔ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３６）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ＷａｎｇＦａｎ，ＷａｎｇＭ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ｓｔｈｅ２０１３Ｌｕｓｈ

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８年度报告　　

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３７）ＷｕＣｈｕａｎ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ＪｉａＱｉｃｈａｏ，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ｐｉｎｇ，ＨａｎＧｕｉｈｏｎｇ，ＹａｏＹｕａｎ，Ｒａｐｉｄ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ＹｕｓｈａｎｇｕｘｉＲｉｖ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ｏｆ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３８）ＷｕＪｉｙｕａｎ，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ｉｎｇ

ｏｆ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

１５．

３９）Ｙａｎ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ｕＴａｏ，ＳｕｎＹａｎｇｙｉ，ＸｉａＣｈｕｎｌｉａｎｇ，ＱｉＹｉｆａｎ，ＺｕｏＸｉａｏｍｉｎ，

Ｓｅｉｓｍｏ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ｐｅｒｔｕｒｂｅｄｂｙ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ｏｍｂｉ

ｎｉｎｇＣＯ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

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４０）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

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ｄｕｒ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ｌｉｐ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

１５．

４１）ＹｉｎＸｉｎｚ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ＰｅｎｇＺｈｉｇａｎｇ，Ｍｅ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Ｇｕｏ

Ｂｉａｏ，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ｌｙ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ｚｏ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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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４２）Ｙｕ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ＬｉＪｉｎｃｈｅｎ，Ｐａ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ＭｉｎＷｅｉ，Ｌａｔ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ｐｅａｔ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ｏｆ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ｎｔｈｅＹｉｌａｎＹｉｔｏ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ａｎｃｈｅｎｇＬｕ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

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４３）Ｚｈａ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ｒｔｙｎ，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Ｚｈａｏ

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ｆｒｏｍＭ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

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４４）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ＹｉＧｕｉｘｉ，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Ｏｎ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

ｍ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

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４５）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ＬｉｕＹａｊｉｎｇ，ＬｉＤｕｏ，ＹｕＨｏｎｇｙｕ，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ｍ

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ｏｎ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ｉｎ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

１５．

４６）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ＬｉｕＢａｏｊｉｎ，ＺｈｕＳｈｏｕｂｉ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Ｚｈｏｕ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

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

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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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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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ｉｂｉｎ，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ＤｅｎｇＹａ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ＥＭ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ｂｅｆｏｒｅ

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Ｍ＝７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４８）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ＲｅｎＪｉｎｗｅｉ，Ｆａｕｌｔｌｏ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

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４９）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ＲｅｎＪｉｎｗｅｉ，ＹｕｅＣｈｏｎｇ，Ｆａｕｌｔｌｏ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５０）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ＨａｏＭｉｎｇ，Ｙａｎｇ

Ｈａｏ，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ｄｅｅｐ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ｅａｓｔＱｉｌｉ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ｎｙｕａｎＭＳ６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２０１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５１）ＺｈａｏＰａｎｐａｎ，ＣａｍｐｉｌｌｏＭｉｃｈｅｌ，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ＬｉＹｕ，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Ｗ７９）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ｉｔｈ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

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

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

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５２）ＺｈａｏＹｏｕｊｉａ，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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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ｒｕｐ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

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ＣＤＥ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

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

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１５．

５３）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ａｃｅｙＨｅｌｅｎＣ．Ｐ．，ＪｉａｏＹｕ，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ＹａｏＷｅｎｍｉｎｇ，Ｈｅ

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ｄｉｎｇｏｆ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ｕｎ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Ｃ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１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Ｃ），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５１１—

１５．

５４）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ｃｒｅｅｐａｔｓｈａｌ

ｌｏｗｄｅｐｔｈｓｉｎＴｉａｎｚｈｕｓｅｉｓｍｉｃｇａｐｏｆＨａｎ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

ｏｎ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８６２—１０．

５５）ＧｕｏＬｉｎｇｌｉ，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ＬｉＳａｎｚｈｏ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ｔｉｃｋ

ｓｌｉｐ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２００８ＭＳ８０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

１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８６２—１０．

５６）ＨｕＹａｎ，ＷａｎｇＭｉｎ，ＺｈａｏＢｉｎ，ＷａｎｇＫｅｌ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ｅｔｅｒ

ｏｇｅｎｅｉｔ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

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８６２—１０．

５７）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ｒｔｙｎ，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ｂｅｎｅａｔｈ

ｔｈｅＧｏｎｇｇ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ｎｄｖｉｃｉｎｉｔｙａｒｏｕ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８６２—

１０．

５８）ＬｉＳｈｅｎｇｈｕａ，ＣｈｅｎＪｉｅ，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ＬｉＹｕｅｈｕａ，ＨｕＧｕｉｍ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ｎ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

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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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８６２—１０．

５９）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ＨｕｂｂａｒｄＪｕｄｉｔｈ，ＡｌｍｅｉｄａＲａｆａｅｌ，

ＪｉａＤｏｎｇ，ＳｕｎＣｈｕａｎｇ，ＳｈｉＸｕｈｕａ，ＬｉＴａｏ，Ｏｂｌｉｑｕｅｔｈｒｕ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

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ｏｌｄａｎｄ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

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８６２—１０．

６０）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Ｗ７８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ａｎｄＭＷ７３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ｏｆＮｅｐａｌ

２０１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Ａ ｄａｔａ，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ＯＧＳ）１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８６２—１０．

６１）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ＨａｎＮａｎａ，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Ｐａｌｅｏ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Ａｎｎａｎｂａ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ｂａｓｅｄ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ｏｆｆｓｅｔ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８６２—１０．

６２）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ｕａｎ，Ｈｕ

Ｙａｘｕａｎ，ＨｕＪｉｕｃｈａ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Ｈａｉｎａｎｖｏｌｃａｎｏ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

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

ｉｎｇ，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８６２—１０．

６３）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ＬｉＹｏｕｌ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ｏｎｇＹｕｅｚｈｉ，ＬｉＺｈ

ｉｇａｎｇ，Ｇ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ＬｉＴａ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ｒｉｖｅ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ａｎｇｘｉａｎ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ＺｈｏｎｇｔｉａｏＳｈａ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ｘｉＧｒａｂｅｎＳｙｓ

ｔｅｍ，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ｗａｉ

ｉ，ＵＳＡ，２０１８６２—１０．

６４）ＹｉＧｕｉｘｉ，Ｌｏｎｇ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Ｓｉｗｅｉ，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８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７Ｍ７０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ｆｔｅｒ

ｓｈｏｃｋ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５ｔｈＡｎｎｕ

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８６２—１０．

６５）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ＷｅｎＸｕｅｚｅ，ＣａｏＪｉａｎｌ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ｒｅｅｐａｎｄｓｌｉｐ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ｅｇｍ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ｆｒｏｍ

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ｓｈｏｒｔ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ｌｅｖｅｌｓｕｒｖｅｙｓ，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８６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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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ＨｅｔｌａｎｄＥｒｉｃ，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

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ｏｕｒｃｅ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７

ＭＷ６５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８６２—１０．

６７）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Ｄｏｎｇ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ＬｉＸｕｅ

ｍｅｉ，Ｔｈｅ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ｆａ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ＹｕｘｉａｎＧｕａｎｇｌｉｎｇｂａ

ｓｉｎｉ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ｒａｎｇｅｒｉｆ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ＯＧＳ）１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８６２—１０．

６８）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ａｃｅｙＨｅｌｅｎ，ＪｉａｏＹｕ，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ＹａｏＷｅｎｍｉｎｇ，ＨｅＣｈａｎ

ｇｒｏ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ｄｉｎｇｏｆ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ｕｎ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ｓｉａＯｃｅ

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８．

６．２—１０．

６９）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Ｙａｎ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ｘｉｎｇ，ＭｕＸｉｈａｎ，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ｕｓｉｎｇ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ｖ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２０１８（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８），Ｖａｌｅｎｃｉａ，

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Ｓｐａｉｎ，２０１８７２２—２８．

７０）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ＨａｎＢｉ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ｌｏｃｋａｎｄｉｔ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Ｈｅｌｓｉｎｇｒ，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１８．８．

１２—２１．

７１）ＣｕｉＴｅｎｇｆａ，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ＬｉｕＺｈｏｎｇｙｉｎ，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ＤｅｎｇＹａｎ，Ｄｅｅｐ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Ｄａｂｉｅｏ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ｎＬｕ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

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２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Ｈｅｌｓｉｎｇｒ，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１８８１２—２１．

７２）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ＴａｎｇＪｉ，ＤｅｎｇＹａｎ，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ｌ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ｒｅ

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２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Ｈｅｌｓｉｎｇｒ，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１８８１２—２１．

７３）ＨａｎＢｉｎｇ，ＴａｎｇＪｉ，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ｐｅａｋ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Ｓｃｈｕｍａｎ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Ｒ）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ｔｆ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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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ｒｃ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ＳＥＬ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２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Ｈｅｌｓｉｎｇｒ，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１８８１２—２１．

７４）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ｇ，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ｒｔｙｎ，ＣｕｉＴｅｎｇｆａ，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Ｈａｎ

Ｂ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２Ｄａｎｄ３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Ｍ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２４ｔｈ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Ｈｅｌｓｉｎｇｒ，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Ｄｅｎ

ｍａｒｋ，２０１８８１２—２１．

７５）ＬｉｕＺｈｏｎｇｙｉｎ，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ＣａｉＪｕｎｔａｏ，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ＴａｎｇＪｉ，ｔｏＰｅａｋ：ＡＧＵＩ

ｃｌ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Ｈｅｌｓｉｎｇｒ，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１８．８．

１２—２１．

７６）ＲｕａｎＳｈｕａｉ，ＴａｎｇＪｉ，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Ｔｆｏｒ

ｗ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２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

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Ｈｅｌｓｉｎｇｒ，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１８８１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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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ｉｂｉｎ，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Ｔｈ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ＳＥＬ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Ｈｅｌｓｉｎｇｒ，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１８８１２—２１．

７８）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ｕｏＭｉｎｇ，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ＯｗｅｎＬｅｗｉｓ，ＷａｎｇＨａｏｒａｎ，

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Ｂｏｘｕａ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ｌｕｍｉ

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ｂｅｄｒｏｃｋ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２０１８ＳＣＥＣ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ｉｌｔｏｎＰａｌｍＳｐｒｉｎｇｓ，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８９７—１４．

７９）Ｌｉｕ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ＷａｎｇＷｅｉ，ＷｅｌｄｏｎＲａｙ，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ｈａｏＹａｎｘ

ｉｕ，Ａ６０００ｙｅａｒｌｏｎｇ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Ｘｏｒｋｏｌｉ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ＳＣＥＣ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ｉｌｔｏｎＰａｌｍＳｐｒｉｎｇｓ，ＣＡ，

ＵＳＡ，２０１８９７—１４．

８０）ＹａｏＷｅｎｑｉａｎ，ＬｉｕＪｉｎｇ，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ｒｕｓｈ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Ｗ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Ｚｈａｎ

ｆｅｉ，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ｅａｒＳｏｎｇｓｈａｎ，

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ＳＣＥＣ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ｉｌｔｏｎＰａｌｍＳｐｒｉｎｇｓ，ＣＡ，ＵＳＡ，

２０１８９７—１４．

８１）ＭａＹａ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ＬｉＣ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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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ｅｎｇ，Ａｐｒｏｏｆ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ｕｄｙ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ｎｏｂｌｅｇａｓｉｓｏｔｏｐｅ２１Ｎｅｄａｔ

ｉｎｇ，１６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ｒｍｏ２０１８），Ｑｕｅｄｌｉｎｂｕｒｇ，

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１８９１６—２３．

８２）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Ｘｉａｏ

Ｌｉｎ，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Ｏｕｔｗａｒ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ｏｇｅｎ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１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ｒｍｏ２０１８），Ｑｕｅｄｌｉｎｂｕｒｇ，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１８９１６—２３．

８３）ＳｏｂｅＥｄｗａｒｄＲ．，ＴｈｉｅｄｅＲａｓｍｕｓ，ＣｈｅｎＪｉｅ，ＧｉｌｄｅｒＳｔｕａｒｔ，ＭａｃａｕｌａｙＥｕａｎ，

Ｂａｎｄｅ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Ｍｉｋｏｌａｉｃｈｕｋ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１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ｒｍｏ２０１８），

Ｑｕｅｄｌｉｎｂｕｒｇ，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１８９１６—２３．

８４）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ＦｏｘＭａｔｈｅｗ，Ｘｉａｏ

Ｌｉｎ，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Ｍｉｄｄｌ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ｒａｎ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ａｎｄ（Ｕ－Ｔｈ）／Ｈ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ＤａｎｇｈｅＮａｎＳｈａｎ，

１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ｒｍｏ２０１８），Ｑｕｅｄｌｉｎｂｕｒｇ，Ｇｅｒｍａ

ｎｙ，２０１８９１６—２３．

８５）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ｅｍｉｂｒｉ

ｔｔｌｅｐｌａｓｔ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ａｆｉｃ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８６）ＨｕＹａｎ，ＷａｎｇＭｉｎ，ＺｈａｏＢｉｎ，ＷａｎｇＫｅｌｉｎ，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１ＭＷ９Ｔｏｈｏｋ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ｎｔｌｅ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８７）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ＬｉＹａｎｈａｏ，ＭａＸｉａｏｌｉｎ，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ＳｈｉＷｅｉ，

ＺｈａｎｇＳｉｑｉ，ＮｉｅＧａｏｚｈｏｎｇ，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１３３－ｋａ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ｄｕｓｔ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ｌａ

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

Ｃ．，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８８）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Ｓｔｙｌｅｓａｎｄｒａｔｅｓｏｆａｃ

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

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８９）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ＮｏｃｑｕｅｔＪ．Ｍ．，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Ｃｒｅｅｐ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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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ｍ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９０）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ＴａｎｇＦａｎｇｔｏｕ，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Ｗ８６

Ｃｈａｙ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１５Ａｕｇ１９５０）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９１）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ＬｉｕＹａｎｊｉａｎｇ，Ｒｏｃｋ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ｎｇｔａｉ

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ＧＵ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９２）ＬｏＹｉＣｈｉｎｇ，ＹｕｅＨａｎ，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ＺｈａｏＬｉ，Ｔｈｅ２０１８ＭＷ６４Ｈｕａｌｉｅ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ｅｖｅｎｔ，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９３）ＯｕＱｉ，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ＫｕｌｉｋｏｖａＧａｌｉｎａ，ＰａｒｓｏｎｓＢａｒｒｙ，Ｗａｌｋ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Ｍａｇ

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１９２０Ｈａｉｙ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ａ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

９—１６．

９４）Ｐｒｕｓｈ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ＬｉｕＪｉｎｇ，ＷｕＬｅｉ，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ａ

＞３０°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ｂ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９５）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ＬｉＫｅｃ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Ｓｈｅｎｇｈｕａ，Ｈｏｗｑｕｉｃｋｌｙｄｏｅｓｔｈｅｆｏｒｅｌａｎｄ

ｂａｓｉｎｒｉｖｅｒａｇｇ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ｃｉｓｅ？，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

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９６）ＴｉａｎＰｉ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Ｗｅａｋ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ａｕｇｉｔｅｗｉｔｈ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９７）ＷｉｅｌｅｒＮｉｍｒｏｄ，ＭｕｓｈｋｉｎＡｍｉｔ，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ＳｈｅｌｅｆＥｉｔａｎ，ＳａｇｙＡｍｉｒ，Ｒｅｎ

Ｚｈｉｋｕｎ，ＨｕａｎｇＦｅｉｐｅｎｇ，ＬｉｕＪｉｎｒｕｉ，ＳｈｉＰｉｌｏｎｇ，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ｐａｒｔ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ｎｅａ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ｉｎＮＷ 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

ｉｎｇ２０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９８）ＸｕＧｕａｎｇｊ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Ｑｉｎｇｈｕａ，ＴａｎｇＪｉ，ＵｙｅｓｈｉｍａＭａｋｏｔｏ，Ｍａｎｔ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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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ｍａｎｔｌ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９９）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Ｔａｏ，ＬｉＷｅｎｑｉａｏ，ＸｉａｏＷｅｉｐｅｎｇ，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ｏｆ

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Ｓ７４１９８５Ｗｕｑ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ａｍｉｒ

ＦｒｏｎｔＴｈｒｕｓｔ，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１００）ＹｅＴａｏ，ＨｕａｎｇＱｉｎｇｈｕａ，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ｑ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Ｚｈａｏ

Ｌｉ，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ｚｏｎ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Ｌｏｎｇｌ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１８．

１２．９—１６．

１０１）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ＬｉｕＭｉａｎ，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ｅｂｉｎｇ，Ｓｕ

Ｌｉｎａ，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ｍａｓｓ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ＧＰＳａｎｄＧＲＡ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１０２）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ｓｌｉｐ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ｂａｓａｌｔｇｏｕ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ｆｌｕｉ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

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１０３）ＺｈａｏＰａｎｐ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Ｙｕ，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８，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６．

３、在国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毕海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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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云南

昆明，２０１８３２３—２７。

２）党嘉祥，周永胜，何昌荣，姚文明，基性麻粒岩的高温流变实验研究，第一届

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云南昆明，２０１８３２３—２７。

３）李帅，孟俊，李亚林，王成善，魏玉帅，商咏梅，仲巴微地体在渐新世—中新

世的顺时针旋转———来自古地磁方面的证据，第一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

学术论坛，云南昆明，２０１８３２３—２７。

４）李新男，张培震，郑文俊，冯希杰，李传友，岐山－马召断裂晚第四纪活动及

其在鄂尔多斯西南缘构造变形转换中的作用，第一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８年度报告　　

学术论坛，云南昆明，２０１８３２３—２７。

５）刘雁江，任治坤，刘彩彩，强震地表破裂带同震位错分布特征与几何形态量

化研究，第一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云南昆明，２０１８３２３—２７。

６）覃金堂，陈杰，释光低温热年代学方法在地表过程研究中的应用：已知与未

知，第一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云南昆明，２０１８３２３—２７。

７）王恒，杨振宇，局部构造变形对古地磁结果的影响：以川滇地块西缘差异性旋

转为例，第一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云南昆明，２０１８３２３—２７。

８）王伟涛，青藏高原东北缘祁连山新生代构造变形过程，第一届构造地质学与

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云南昆明，２０１８３２３—２７。

９）云龙，张进，肖骑斌，王驹，杨晓平，青藏高原北缘三危山断裂晚第四纪以来

的活动性及西延，第一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云南昆明，

２０１８３２３—２７。

１０）赵德政，屈春燕，基于长时间尺度 ＩｎＳＡＲ条带数据的 ２００１年昆仑山 ＭＷ７８

地震震后时序形变观测与深部流变参数研究，第一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

学术论坛，云南昆明，２０１８３２３—２７。

１１）陈进宇，ＧａｉｌｌａｒｄＦａｂｒｉｃｅ，杨晓松，喜马拉雅造山带地壳高导层成因分析及

地质演化模型探讨，青藏东部构造与地球物理研讨会，云南蒙自，２０１８８１５—１８。

１２）周永胜，何昌荣，党嘉祥，龙门山断层带强度与流变结构对汶川地震孕震机

制的启示，青藏高原动力学与地震预测研讨会，青海西宁，２０１８８２４—２５。

１３）杨传成，永定河安次洪泛区一砖厂剖面年代及其意义，第十五届全国古地

理学及沉积学学术会议，２０１８９１５—１７。

１４）戴文浩，周永胜，震后松弛阶段脆塑性转化带的变形———以红河断裂为例，

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１５）党嘉祥，周永胜，何昌荣，姚文明，基性麻粒岩半脆性－塑性流变实验研究

及其对中国东部地区下地壳流变强度的指示意义，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１６）丁锐，任俊杰，张世民，吕延武，刘汉永，丽江－小金河断裂中段晚第四纪

古地震历史，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１７）董绍鹏，张培震，郑文俊，余中元，雷启云，杨会丽，刘进峰，河套盆地狼山

山前断裂的分段问题及地震危险性讨论，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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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１８）葛玉魁，刘静，张金玉，日喀则弧前盆地的埋藏和剥蚀历史———来自低温热

年代学的约束，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１９）韩龙飞，刘静，邵延秀，徐心悦，姚文倩，王恒，基于高分辨率地形数据地

貌面自动提取与地貌演化过程讨论———以海原断裂带老虎山东北山麓冲积扇为例，

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２０）胡岩，王敏，赵斌，王克林，２０１１年 ＭＷ９日本地震远场震后粘弹性形变分

析，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２１）黄清华，叶涛，陈小斌，张慧茜，陈永顺，腾冲火山地壳岩浆囊与滇西地壳

流的三维电性结构研究，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

２４。

２２）姜峰，陈小斌，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ｒｔｙｎ，崔腾发，董泽义，刘钟尹，韩冰，玉农希断

裂带地壳深部电导率结构特征，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

２１—２４。

２３）李科长，覃金堂，陈杰，李盛华，沈军，鲁人齐，胡贵明，北天山安集海活动

背斜东端的三维生长，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２４）李晓慧，姚路，马胜利，
"

本利彦，杨晓松，龙门山断裂带断层泥的低速至

高速摩擦性质及其 ＢＥＴ比表面积研究，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２５）李跃华，陈杰，李盛华，覃金堂，张博
!

，准噶尔盆地南缘吐谷鲁背斜西倾

伏端北翼构造陡坎成因探讨，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２６）李长军，郝明，王庆良，甘卫军，庄文泉，基于 ＧＰＳ时间序列的鄂尔多斯地

块微动态变化特征，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２７）刘彩彩，刘雁江，海原断裂带景泰段断层岩磁学研究，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

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２８）刘琼颖，陈顺云，陈立春，川西基岩热扩散系数计算及其对地下水运动的启

示，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２９）刘雁江，任治坤，刘彩彩，强震地表破裂带同震位错分布特征，２０１８年中国

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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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鲁人齐，徐锡伟，刘静，何登发，活动断层三维建模研究现状与案例，２０１８

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３１）ＬｏＹｉＣｈｉｎｇ，ＹｕｅＨａｎ，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ＺｈａｏＬｉ，２０１８ＭＷ６４Ｈｕａｌｉｅ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ｓｌａｂ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ｔｏａｓｕｂ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

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３２）罗明，陈杰，覃金堂，尹金辉，王浩然，杨会丽，刘进峰，张博
!

，利用基岩

正断层面残余光释光－深度剖面重建断层活动历史，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３３）吕红华，武登云，张会平，马元旭，郑祥民，李有利，活动构造带山前的河

流下切速率 （英文），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３４）马胜利，断层力学与地震机理，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３５）马严，武颖，李大明，郑德文，郑文俊，张会平，庞建章，王一舟，沙坡头地

区长时间尺度地表侵蚀速率———来自于地表暴露面宇宙成因 ２１Ｎｅ核素浓度的约束，

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３６）牛露，周永胜，姚文明，邵同宾，马玺，党嘉祥，何昌荣，高温高压条件下汶

川地震断层带花岗岩脆－塑性转化实验研究，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

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３７）乔鑫，屈春燕，赵德政，２０１５年尼泊尔 ＭＷ７８地震 ＩｎＳＡＲ三维同震形变场

解算及其揭示的断层复杂运动，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

１０．２１—２４。

３８）屈春燕，赵德政，单新建，张国宏，２００１年昆仑山地震震中区域ＩｎＳＡＲ震后

形变场特征及其与同震位移场的关联性和差异性研究，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

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３９）单新建，李彦川，龚文瑜，张迎峰，屈春燕，温少妍，ＩｎＳＡＲ／ＧＰＳ地震形变

监测与地震危险性分析应用，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

２１—２４。

４０）邵延秀，刘静，ＶａｎｄｅｒＷｏｅｒｄＪｅｒｏｍｅ，ＫｌｉｎｇｅｒＹａｎｎ，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张金

玉，王鹏，王朋涛，海原断裂中段晚第四纪滑动速率厘定及其构造意义，２０１８年中国

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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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田云锋，刘静，罗毅，李永生，胡应顺，龚彬，刘立正，郭平，张景发，西藏

ＳＮ向正断裂人工诱发的无震滑移，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４２）王恒，杨振宇，仝亚博，复杂构造变形区的古地磁学分析：以鱼泡江断裂两

侧白垩系古地磁结果为例，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

２４。

４３）王丽凤，断层的地震危险性：从长期大地形变测量的分析———Ｐａｒｋｆｉｅｌｄ的实

验研究，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４４）王伟，刘静，张金玉，葛玉魁，龙门山南段侵蚀速率分布及其构造指示，

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４５）王伟涛，张逸鹏，刘彩彩，郑德文，庞建章，青藏高原东北缘新生代火山岩

磁偏角旋转及其意义，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４６）王洋，张培震，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Ｍ．，郑文俊，张波，张进江，郑德文，周

人杰，田云涛，高黎贡及崇山剪切带晚新生代剥露历史，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

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４７）王一舟，郑德文，张会平，非线性条件下裂点溯源迁移规律的研究，２０１８年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４８）王志伟，重庆荣昌地区早期注水对当地地震活动性增强的作用，２０１８年中

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４９）许建红，陈杰，李涛，张博
!

，李晓丽，吴兵，付博，刘军，西昆仑山前固满

背斜带弯矩正断层重复活动的证据，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５０）徐晶，刘静，袁兆德，鲜水河断裂带 １９７３年炉霍 ７６级大地震地表破裂分

布研究，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５１）徐心悦，袁兆德，邵延秀，刘静，走滑断裂古地震探槽地震事件识别标志及

其定量化，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５２）许斌斌，郑文俊，张培震，张冬丽，毕海芸，田晴映，张逸鹏，熊建国，李志

刚，河流层状地貌面演化对走滑断裂断错位移的限定，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

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５３）姚陈，郝重涛，南海 ＯＢＳ记录 Ｓ类多次波的理论地震图研究，２０１８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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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５４）姚陈，郝重涛，地方震的横波分裂和横波多次分裂，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

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５５）姚陈，郝重涛，陈九辉，穿透上地幔橄榄岩层的ＳＫＳ分裂———理论地震图研

究初步，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５６）姚路，马胜利，孔隙水压条件下辉绿岩的高速摩擦熔融———对断层熔体润

滑和热压弱化机制的重新审视，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５７）姚文倩，刘静，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ＰｒｕｓｈＶｅｒｏｎｉｃａ，王伟，李占飞，张金玉，唐

茂云，海原断裂带松山段晚更新世滑动速率再评价，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５８）尹昊，单新建，王振杰，基于高频 ＧＰＳ和强震仪数据的地震预警———以日

本 ３１１地震为例，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５９）袁兆德，刘静，邵延秀，王伟，徐心悦，姚文倩，韩龙飞，周游，李志刚，阿

尔金断裂中段地震级联破裂行为，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６０）岳冲，屈春燕，闫伟，赵静，龙门山断裂构造与汶川ＭＷ７９地震发震位置关

系的数值模拟研究，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６１）岳汉，罗翊菁，孙建宝，赵里，２０１８ＭＷ６４花莲地震：一个兼具走滑、逆冲

以及正断层分量的地震，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

２４。

６２）张金玉，王恒，刘静，红河断裂北部尾端拉张区第四纪以来垂向滑动速率研

究，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６３）张雷，何昌荣，玄武岩在水热条件下的不稳定摩擦滑动行为以及滑移弱化

机制探讨，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６４）张伟恒，陈杰，李跃华，李志强，１９０６年新疆玛纳斯 Ｍ７７地震地表破裂带

向东是如何终止，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６５）张迎峰，汪驰升，张国宏，单新建，舒齐奇，２００８ＭＷ７１于田地震与冰川谷

地演化的相互作用，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６６）张永奇，韩美涛，曹建平，郑增记，基于 ＧＰＳ的渭河盆地主要断裂现今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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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研究，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６７）赵德政，屈春燕，单新建，龚文瑜，基于多轨道长条带 ＩｎＳＡＲ的 ２００１年

ＭＷ７８昆仑山地震不同破裂段震后形变时空演化特征，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

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６８）赵凌强，詹艳，郑文俊，王庆良，孙翔宇，郝明，孙建宝，祁连山东段深部电

性结构特征及地质构造意义，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６９）支明，郝重涛，蔡明刚，姚陈，基于海上地震资料的多次波时距正演研究，

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７０）朱传华，单新建，张国宏，张迎峰，地质构造对芦山地震同震水位变化的影

响，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７１）朱涛，詹艳，孙翔宇，利用 ＭＴ数据和地幔动力学模拟确定汶川地震区的高

精度岩石圈粘度结构，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２４。

７２）周永胜，陆内岩浆核杂岩隆起－拆离断陷盆地演化特征的深部岩石力学结

构，第五届全国矿田构造与深部找矿预测学术研讨会，江西南昌，２０１８１１１８—２１。

７３）陈顺云，郭彦双，刘培洵，卓燕群，王凯英，马瑾，根据圆孔环向温度分布

探测应力变化的实验研究，第 １５届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年会 （ＣＨＩＮＡＲＯＣＫ

２０１８），北京，２０１８１１１９—２２。

７４）戴文浩，周永胜，震后松弛阶段脆塑性转化带的变形———以红河断裂为例，

第 １５届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年会 （ＣＨＩＮＡＲＯＣＫ２０１８），北京，２０１８１１１９—

２２。

７５）党嘉祥，周永胜，何昌荣，姚文明，天然基性麻粒岩高温流变实验研究，第

１５届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年会 （ＣＨＩＮＡＲＯＣＫ２０１８），北京，２０１８１１１９—２２。

７６）董鹏，夏开文，郭彦双，断层粘滑及动态破裂扩展的实验研究，第 １５届中

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年会 （ＣＨＩＮＡＲＯＣＫ２０１８），北京，２０１８１１１９—２２。

７７）段庆宝，杨晓松，实验研究富含粘土矿物断层岩气体和液体渗透率与孔隙

度及其遇水后的演化机制，第 １５届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年会 （ＣＨＩＮＡＲＯＣＫ

２０１８），北京，２０１８１１１９—２２。

７８）何昌荣，辉石不稳定滑动与愈合机制，第 １５届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年

会 （ＣＨＩＮＡＲＯＣＫ２０１８），北京，２０１８１１１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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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何昌荣，马玺，水热条件下不稳定滑动的重要机制———粒间压溶，第 １５届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年会 （ＣＨＩＮＡＲＯＣＫ２０１８），北京，２０１８１１１９—２２。

８０）苗社强，周永胜，橄榄岩热导率与热扩散系数实验研究，第 １５届中国岩石

力学与工程学会年会 （ＣＨＩＮＡＲＯＣＫ２０１８），北京，２０１８１１１９—２２。

８１）田平，何昌荣，热水条件下普通辉石的摩擦滑动性质研究，第 １５届中国岩

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年会 （ＣＨＩＮＡＲＯＣＫ２０１８），北京，２０１８１１１９—２２。

８２）周永胜，何昌荣，颗粒尺度压力差到岩石圈构造超压，第 １５届中国岩石力

学与工程学会年会 （ＣＨＩＮＡＲＯＣＫ２０１８），北京，２０１８１１１９—２２。

五、获得的发明专利、软件证书、国家标准、规范等

序号 成果名称 编　号 类　别 完成人

１ 地震灾害遥感评估　地震
地质灾害

ＤＢ／Ｔ７４－２０１８ 地震行业

标准

张桂芳，单新建，王晓青，

刘云华，宋小刚，龚文瑜，

陈晓利，张景发

２ 三角元同震破裂模型反演

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８ＳＲ４７１９５８ 软件证书
单新建，张迎峰，张国宏，

屈春燕

３
一种基于热红外信号与小

波神经网络的地震预测方

法

ＺＬ２０１４０４４１０３３．Ｘ 发明专利

宋冬梅，单新建，邵红梅，

刘雪梅，陈寿长，屈春燕，

崔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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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水河断裂带的能量平衡状态

和大震概率预测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８Ｂ０１

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

心，季灵运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２
年轻火山岩与相关产物释光测

年初探
ＬＥＤ２０１８Ｂ０２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潘波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３
ＢＤＳ／ＧＰＳ实时单站地壳形变监
测方法与实现

ＬＥＤ２０１８Ｂ０３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吴会胜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４
基于 ＣＲ的 ＳＡＲ相干点多层次
联合解算青藏高原东北缘断裂

带震间微小形变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８Ｂ０４ 苏州科技大学，徐小波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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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单位 起止时间

５
断层面形貌与粘滑过程相关性

的实验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８Ｂ０５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魏占玉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６
中国南海卫星红外温度动态特

征及其与构造活动关系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８Ｂ０６ 广东省地震局，邓志辉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２、新聘客座研究员介绍

杨宏峰，男，１９７８年出生，博士，助理教授。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４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分别获得地球物理专

业学士和硕士学位；２０１０年在美国圣路易斯大学获地震

学博士学位。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在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开展博士后工作，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任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２０１４年至今在香港中文大学任助

理教授。

主要从事观测地震学与地震动力学的相关研究。曾

开展对加州断层精细结构、非火山型震颤、俯冲带地震及慢速滑移的观测及数值模

拟研究，取得了一定创新性认识，如海山俯冲对地震破裂的影响，提出利用体波来确

定高分辨率断层结构的新方法，及断层非均匀性对地震孕育及破裂终止的作用。在

ＢＳＳＡ、ＧＪＩ、ＧＲＬ、ＪＧＲ、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等杂志发表论文２０余篇，长期担任美国

自然科学基金以及 ＢＳＳＡ、ＥＰＳＬ、ＧＪＩ、ＧＲＬ、ＪＧＲ等杂志审稿人，同时担任中国地球

物理学会海洋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地震学会构造物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３、国 （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１６—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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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题为 “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ｏｍａ

ｌｉｅｓ”的报告。

２）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２９日—２月 ４日，韩国首尔大学朴京爱教授访问实验室，针对

ＮＯＡＡ／ＭＯＤＩＳ／ＳＡＲ等卫星遥感数据最新处理技术开展讨论，为地震构造活动区及断

裂带卫星遥感监测及异常信息提取提供了技术支撑，并商讨和确定下一步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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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１８年 ２月 ８日，美国迈阿密大学博士生张云俊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做了题为 “ＡＰｙｔｈｏｎｐａｃｋａｇｅ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ＳＡＲ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ｎｅｃｕａｄｏｒｉａｎ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的报告。

４）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０日—４月４日，实验室荣誉特聘日籍研究员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

ｏｔｏ教授访问实验室，进行高速摩擦试验机改造。

５）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２５日—５月 １８日，实验室荣誉特聘日籍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

ｍａｍｏｔｏ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高速摩擦试验机改造。

６）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１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 ＬｅｗｉｓＯｗｅｎ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并做了题为 “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

Ｇｕｌｆ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ｐｌａｔ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的报告。

７）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３—１１日，美国普渡大学 Ｍａｒ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ａｆｆｅｅ教授访问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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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０１８年５月６—１１日，美国地质调查局ＤａｖｉｄＬｏｃｋｎｅｒ教授访问实验室，参加

实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做了题

为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ｓｃａｄｉｎｇｒｕｐｔｕｒｅ”的报告。

９）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８—１１日，俄罗斯科学院地球物理所 ＹｕｒｉＲｅｂｅｔｓｋｙ研究员访问

实验室，参加实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做了题为 “Ｗｈｙｄｏ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ｃｃｕｒｎｏｔ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ｅｔａ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的报告。

１０）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８—１１日，日本广岛大学 ＫｏｊｉＯｋｕｍｕｒａ教授访问实验室，参加

实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做了题

为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ｎａｔｏｌｉ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ｒｅａ”的报

告。

１１）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８—１１日，美国卫星导航系统与地壳形变观测研究大学联合体

ＪｏｈｎＧａｌｅｔｚｋａ工程师访问实验室，参加实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１２）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８—１１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博士后 ＡｒｅｎｄｊｅＪｏｚｉｎａＬｏｕｉｓｅ访问

实验室，参加实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做了题为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ｓｌｉｐｅｖｅｎｔｓｏｎ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ｗｉｔｈｓｐａ

ｔｉａｌｌｙｖａｒｙ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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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８—１１日，日本京都大学 ＨｉｒｏｙｕｋｉＮｏｄａ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参

加实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做了

题为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ａｄｕｃｔｉｌｅ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ｂｅｌｏｗａ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ｕｌｔ：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ｒｅｓｓｖｓ．

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ｓｔｒｅｓｓ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的报告。

１４）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８—１１日，香港中文大学杨宏峰助理教授访问实验室，参加实

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做了题为

“Ｄｅｒｉｖ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ｎ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ｕｌｔｆｒｏｍ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１５）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９—１１日，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 ＭａｒｔｙｎＵｎｓｗｏｒｔｈ教授访问实验

室，参加实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做了题为 “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Ｎｅｗｉｎ

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ｈａｚａｒｄｓ”的报告。

１６）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９—１１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ＫｅｖｉｎＦｕｒｌｏｎｇ教授访问实

验室，参加实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做了题为 “Ｈｉｄｄｅ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ｐｌａｔ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的报

告。

１７）２０１８年 ５月９—１１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ＫｅｒｒｙＳｉｅｈ教授访问实验室，参

加实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做了

题为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ｉ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ｓｔｒｅｗｎｆｉｅｌｄｂｅｎｅａｔｈａ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ｆｉｅｌｄ

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Ｌａｏｓ”的报告。

１８）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９—１１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 ＴｈｏｒｎｅＬａｙ教授访问实

验室，参加实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做了题为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ｍｅｇａｔｈｒｕｓｔｓｌｉｐｔｏｔｈｅｔｒｅｎｃｈ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１９）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９—１１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石许华博士访问实验室，参加

实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做了题

为 “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ａｎｄＧＰ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Ｓｈ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ｅｆｉｎｅａｃｕｒｖｅｄ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ｓｙｎｔａｘｉｓ”的报告。

２０）２０１８年５月９—１１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生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Ｐｒｕｓｈ访问

实验室，参加实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做了题为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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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ｂ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的报告。

２１）２０１８年５月９—１１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生王怡然访问实验室，

参加实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２）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９—１１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陈建业副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参

加实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做了

题为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ｔｏｆａｕｌｔｒ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ｖｓ．

ｐｏｗｅｒｌａｗｈｅａｌｉｎｇ”的报告。

２３）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９—１１日，南非开普敦大学讲师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Ｓｌｏａｎ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

２４）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１０—１１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ＪｅｒｏｍｅｖａｎｄｅｒＷｏｅｒｄ教授访

问实验室，参加实验室主办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做了题为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的报告。

２５）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１０—１１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Ｓｐｉｅｒｓ教授访问实

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２６）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１７日，日本京都大学 ＢｏｇｄａｎＥｎｅｓｃｕ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Ｒｅｍｏｔｅ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ｓ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ｍｅｔｅｒ：ｔｈｅ

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６Ｍ７３Ｋｕｍａｍｏｔｏ（Ｋｙｕｓｈｕ）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的报告。

２７）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１７日，日本统计研究所庄建仓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做了题为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的报告。

２８）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２５—２６日，丹麦奥胡斯大学释光实验室 ＡｎｄｒｅｗＭｕｒｒａｙ教授访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２９）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１５日，英国伦敦大学 ＭａｔｔｈｅｗＦｏｘ博士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

交流。

３０）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１６—１９日，法国国家科学中心 ＣｅｃｉｌｅＬａｓｓｅｒｒｅ研究员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

３１）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２７日，美国卫星导航系统与地壳形变观测研究大学联合体

（ＵＮＡＶＣＯ）ＧｌｅｎＳ．Ｍａｔｔｉｏｌｉ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ＵＮＡＶＣＯ

ａｎｄｉｔｓｒｏｌ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ｄｅｓｙ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ｈａｚａｒｄｓ：ｓｏｍｅｒｅｃｅｎｔ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

ｏｕｔｌｏｏｋ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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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５—２０日，以色列地质调查局 ＡｍｉｔＭｕｓｈｋｉｎ教授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

３３）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１２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宋晓东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青藏高原岩石圈结构及其对地震活动性和地壳变形的影响”

的报告。

３４）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２０日—８月 １３日，实验室荣誉特聘日籍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

ｍａｍｏｔｏ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高速摩擦试验机改造工作。

３５）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２１日—８月 ３日，香港大学李盛华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并赴长白山、新疆开展野外考察。

３６）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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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核震相与地震震级的关系探讨”的报告。

３７）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２３日，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周鹏程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做了题为 “呼图壁地下储气库附近潜在诱发地震研究”的报告。

３８）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２３日，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朱高华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做了题为 “利用海底地震实验研究马里亚纳南部俯冲带地震活动性”的报告。

３９）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２５日，美国莱斯大学钮凤林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并做了题为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ｓｉａ”的报告。

４０）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２７日，德国慕尼黑大学李多博士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做了题为 “Ｓｌｏｗｓｌｉｐ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ｔ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ｄｅｐｔｈ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ｃａｄｉａｓｕｂ

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的报告。

４１）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３０日，加拿大蒙特利尔工学院嵇少丞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做了题为 “岩石地震波性质及其各向异性对中国大地构造研究的意义”的

报告。

４２）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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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２０—２１日，日本宇航局 ＪＡＸＡ卫星应用和操作中心高田裕司访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４４）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２２日—１０月 ５日，实验室荣誉特聘日籍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

ｍａｍｏｔｏ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高速摩擦试验机改造工作。

４５）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１７—１８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刘丽军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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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做了题为① “Ｏｎｔｈ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

和②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ｍａｎｔｌ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ｌａｎｄ

ｓｃａｐ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的报告。

４６）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１７日，英国利物浦大学 ＢａｒｂａｒａＭａｕｚ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

４７）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１７日，英国杜伦大学 Ｉ．Ｋ．Ｂａｉｌｉｆｆ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

交流。

４８）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１７日，罗马尼亚鲍耶大学 ＡｌｉｄａＴｉｍａｒＧａｂｏ副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

４９）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１７日，罗马尼亚鲍耶大学博士后 ＫａｔｈｒｙｎＦｉｔｚｓｉｍｍｏｎｓ访问实

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５０）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１７日，丹麦科学技术大学 ＭａｙａｎｋＪａｉｎ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

５１）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１７日，丹麦科学技术大学 ＭｙｕｎｇｈｏＫｏｏｋ工程师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

５２）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１７日，丹麦科学技术大学卜敏强工程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

５３）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２０—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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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４—５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ＦｉｎｌａｙＳｔｕａｒｔ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

５５）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１２日，美国休斯敦大学郑应才助理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并做了题为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ｆｌｕｉ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ｕｒｇｅｉｎａｆｌｕｉｄｆｉｌｌｅ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的报告。

５６）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２１日—１２月 ７日，实验室荣誉特聘日籍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

ｍａｍｏｔｏ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高速摩擦试验机改造工作。

５７）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１６—２１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邱强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做了题为 “Ａｎａｔｏｍｙ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ｕｂｄｕｃ

ｔｉｏｎｍｅｇａｔｈｒｕｓ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ｕｓｉｎｇｍａｓｓｉｖｅ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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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大学 ＢｏｇｄａｎＥｎｅｓｃｕ副教授访问实验室

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 ＭａｒｔｙｎＵｎｓｗｏｒｔｈ教授访问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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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卫星导航系统与地壳形变观测研究大学联合体（ＵＮＡＶＣＯ）

ＧｌｅｎＳ．Ｍａｔｔｉｏｌｉ教授访问实验室

香港中文大学杨宏峰助理教授访问实验室，并被聘为实验室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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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莱斯大学钮凤林教授访问实验室

加拿大蒙特利尔工学院嵇少丞教授访问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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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休斯敦大学郑应才助理教授访问实验室

４、实验室人员出国 （境）情况

１）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１４—２１日，王萍研究员赴孟加拉国，在瓦里－贝塔斯沃考古遗址

点开展地层年代学工作。

２）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１４—２１日，胡钢副研究员赴孟加拉国，在瓦里－贝塔斯沃考古

遗址点开展地层年代学工作。

３）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１７日—２月 ８日，甘卫军研究员赴缅甸开展 ＧＰＳ流动观测站勘

选、建造和地壳运动观测工作。

４）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１７日—２月 ８日，梁诗明助理研究员赴缅甸开展 ＧＰＳ流动观测

站勘选、建造和地壳运动观测工作。

５）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２２日—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２５日，张克亮副研究员赴美国密苏里大学

哥伦比亚分校访问交流。

６）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２３日—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２７日，博士生孙翔宇赴美国俄勒冈州立大

学学习。

７）２０１８年 ２月 ２３日—３月 ６日，张金玉助理研究员赴缅甸对实皆断裂开展古

地震野外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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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０１８年 ２月 ２３日—３月 ６日，王恒助理研究员赴缅甸对实皆断裂开展古地

震野外科考。

９）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４—５日，单新建研究员赴丹麦和格陵兰岛地质调查所开展合作

交流。

１０）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６—１０日，单新建研究员赴奥地利科学院空间研究所开展合作

交流。

１１）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７—１４日，毕海芸副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 ２０１８年欧洲地

球科学联合会 （ＥＧＵ）年会。

１２）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７—１４日，陈九辉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 ２０１８年欧洲地球

科学联合会 （ＥＧＵ）年会。

１３）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７—１４日，郭飚副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 ２０１８年欧洲地球

科学联合会 （ＥＧＵ）年会。

１４）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７—１４日，博士生李雪梅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 ２０１８年欧洲地球

科学联合会 （ＥＧＵ）年会。

１５）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７—１４日，李昱助理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 ２０１８年欧洲地

球科学联合会 （ＥＧＵ）年会。

１６）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７—１４日，刘彩彩副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 ２０１８年欧洲地

球科学联合会 （ＥＧＵ）年会。

１７）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７—１４日，博士生商咏梅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 ２０１８年欧洲地球

科学联合会 （ＥＧＵ）年会。

１８）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７—１４日，博士生陶亚玲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 ２０１８年欧洲地球

科学联合会 （ＥＧＵ）年会。

１９）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７—１４日，尹昕忠工程师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 ２０１８年欧洲地球

科学联合会 （ＥＧＵ）年会。

２０）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７—１４日，周永胜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 ２０１８年欧洲地球

科学联合会 （ＥＧＵ）年会。

２１）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２９日—８月 ２２日，王英工程师赴英国苏格兰大学环境研究中

心开展学术交流和实验研究。

２２）２０１８年 ６月２—１０日，屈春燕研究员赴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参加第１５届亚

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 （ＡＯＧＳ）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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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０１８年 ６月２—１０日，张国宏副研究员赴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参加第１５届

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 （ＡＯＧＳ）年会。

２４）２０１８年 ６月２—１０日，周永胜研究员赴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参加第１５届亚

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 （ＡＯＧＳ）年会，做了题为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ｄｉｎｇｏｆ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ｕｎ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２５）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２５日—１２月 ２３日，詹艳研究员赴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访问交

流。

２６）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２２—２８日，焦中虎助理研究员赴西班牙瓦伦西亚参加 ２０１８年

国际地球科学与遥感学术大会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８）。

２７）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１２—２１日，陈小斌研究员赴丹麦赫尔辛格参加第 ２４届国际地

球电磁感应学术讨论会 （２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ｓ）。

２８）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１２—２１日，博士生崔腾发赴丹麦赫尔辛格参加第 ２４届国际地

球电磁感应学术讨论会 （２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ｓ）。

２９）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１２—２１日，董泽义助理研究员赴丹麦赫尔辛格参加第 ２４届国

际地球电磁感应学术讨论会 （２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ｓ）。

３０）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１２—２１日，韩冰工程师赴丹麦赫尔辛格参加第 ２４届国际地球

电磁感应学术讨论会 （２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３１）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１２—２１日，博士生姜峰赴丹麦赫尔辛格参加第 ２４届国际地球

电磁感应学术讨论会 （２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３２）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１２—２１日，博士生刘钟尹赴丹麦赫尔辛格参加第 ２４届国际地

球电磁感应学术讨论会 （２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ｓ）。

３３）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１２—２１日，博士后阮帅赴丹麦赫尔辛格参加第 ２４届国际地球

电磁感应学术讨论会 （２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３４）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１２—２１日，汤吉研究员赴丹麦赫尔辛格参加第 ２４届国际地球

电磁感应学术讨论会 （２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３５）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７—１４日，陈杰研究员赴美国洛杉矶棕榈泉参加南加州地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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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年会 （２０１８ＳＣＥＣ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３６）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７—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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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ＳＣＥＣ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３７）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７—１４日，博士生姚文倩赴美国洛杉矶棕榈泉参加南加州地震

研究中心年会 （２０１８ＳＣＥＣ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３８）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６—２３日，马严副研究员赴德国奎德林堡参加第十六届国际热

年代学会议 （Ｔｈｅｒｍｏ２０１８）。

３９）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６—２３日，庞建章工程师赴德国奎德林堡参加第十六届国际热

年代学会议 （Ｔｈｅｒｍｏ２０１８）。

４０）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４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８日，徐红艳高级工程师赴美国路易斯安

纳州立大学访问交流。

４１）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２９日—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 ２８日，博士生赵德政赴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学习。

４２）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博士生王志伟赴日本产业技术综合

研究所学习。

４３）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１日—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２日，姚路副研究员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访问交流。

４４）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博士生刘钟尹赴美国地质调查局地

质灾害科学中心学习。

４５）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２日—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１日，博士生王慧颖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学习。

４６）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９—１６日，党嘉祥助理研究员赴美国华盛顿参加 ２０１８年美国

地球物理联合会 （ＡＧＵ）年会。

４７）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９—１６日，蒋汉朝研究员赴美国华盛顿参加 ２０１８年美国地球

物理联合会 （ＡＧＵ）年会。

４８）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９—１６日，梁诗明助理研究员赴美国华盛顿参加 ２０１８年美国

地球物理联合会 （ＡＧＵ）年会。

４９）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９—１６日，刘彩彩副研究员赴美国华盛顿参加 ２０１８年美国地

球物理联合会 （ＡＧＵ）年会。

５０）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９—１６日，覃金堂副研究员赴美国华盛顿参加 ２０１８年美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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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物理联合会 （ＡＧＵ）年会。

５１）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９—１６日，博士生田平赴美国华盛顿参加 ２０１８年美国地球物

理联合会 （ＡＧＵ）年会。

５２）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９—１６日，杨会丽高级工程师赴美国华盛顿参加 ２０１８年美国

地球物理联合会 （ＡＧＵ）年会。

５３）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９—１６日，博士后赵盼盼赴美国华盛顿参加 ２０１８年美国地球

物理联合会 （ＡＧＵ）年会。

单新建研究员访问奥地利科学院空间研究所 （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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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胜研究员（左三）等人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 ２０１８年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 （ＥＧＵ）年会

周永胜研究员（左三）等人赴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参加第 １５届
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ＡＯＧＳ）年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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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艳研究员（右二）赴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物理系访问交流

姚路副研究员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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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中虎助理研究员赴西班牙瓦伦西亚参加２０１８年
国际地球科学与遥感学术大会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８）

博士生王志伟赴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学习（左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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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吉研究员（右四）、陈小斌研究员 （右三）等人赴丹麦赫尔辛格参加第 ２４届国际地球

电磁感应学术讨论会 （２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马严副研究员（前排右二）和庞建章工程师 （第二排右一）

赴德国奎德林堡参加第十六届国际热年代学会议 （Ｔｈｅｒｍｏ２０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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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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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９—１０

日，实验室在北京举办了 “构造变形和地震机理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来自日本、荷兰、新加坡、俄罗斯、加拿大、

法国、美国、中国香港地区和国内地震系统、中科院系统以及高等院校的 １００多名科

研人员和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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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位学者和重点实

验室的６位学者应邀做了专题报告。与会代表围绕地球内部介质物理力学性质、断层

力学与地震机理的实验研究、地表构造变形和深部地球物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

讨和交流。研讨会内容精彩、气氛活跃、讨论深入，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好评。研

讨会期间，境外专家还参观了构造物理实验设备。

构造变形和地震机理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２０１８．５．９—１０北京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７—２８日，实验室在北京承办了中国地震学会 “大地测量与地震动

力学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成立大会。相关专家代表、学会会员及研究生

共计 ８０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席单新建研究员 （中国地震学会大地测量与地震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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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致大会欢迎词，并对专委会成立的背景、职能和远景规

划做了说明。张国宏研究员 （中国地震学会专家委员会秘书）介绍了专委会的申请

流程及拟定的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等事项。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局以

及国内高水平大学的专家学者围绕空间对地观测、地壳探测、地震动力学等热点焦

点研究问题做了精彩报告。报告不仅总结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展示了专家们在

大地测量学与地震动力学方面丰硕的研究成果，还就当前亟待解决的 “卡脖子问题”

做了深入分析，对未来学科发展提出了独到见解和建议。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

与会人员讨论热烈，收获颇丰，促进了跨领域跨学科研究的合作与交流。

“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２０１８．６．２７—２８　北京）

为进一步加强大地测量、数值模拟及地球动力学学术交流，实验室和中国地震

学会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于 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２４—２５日在北京举办了 “大

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咨询研讨会”，会议主席为单新建研究员。来自中科院空天信息

研究院、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中山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香港理工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地震预测研究所、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等单位

的 ６０多名相关领域专家和青年科技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断层形变特征、破裂

特征反演、多尺度多物理场监测与分析、动力学数值模拟、断裂活动与强地震孕育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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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地震地质灾害风险等问题开展了积极讨论，并就大地测量、数值模拟及地球动力

学领域中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沟通。此次会议对促进多学科的

交叉融合、各单位科研成果交流学习起到了积极作用，开阔了青年科研人员和研究

生的视野。

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咨询研讨会 （２０１８．１０．２４—２５　北京）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２—１４日，实验室协办了 “汶川地震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第四届大

陆地震国际研讨会”。１１月 １９—２２日，实验室协办了 “第 １５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术年会 （ＣＨＩＮＡＲＯＣＫ２０１８）”。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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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１２日，即中国

第 １０个 “防灾减灾日”，中国科学院大学的 ４０多名学生来实验室参观。实验室甘卫

军研究员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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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同学们参观了构造物理研

究单元。在参观学习过程中，实验室的各位老师不仅展开了认真细致的介绍，还提供

了部分仪器设备的操作示范。同学们兴趣浓厚，积极提问并上机操作，实践了岩石样

品的弹性波速度和渗透率参数测量原理与方法。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同学们对地震

科学研究的感性认识和深入了解，培养了许多同学对地震事业的潜在兴趣，也为他

们提供了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宝贵学习机会，拓宽了他们的科学研究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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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卫军研究员介绍 ＧＰＳ地壳运动观测技术及其在青藏高原研究中的应用

同学们进行岩石样品的弹性波速度测量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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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在实验室开展实验研究

实验室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教育实习基地。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２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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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轴压缩实验、陶瓷高速摩擦实验和双剪断层

粘滑实验。实验室实践活动是课堂内容的延伸，使学生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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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 “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的学生参观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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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６—１９日，实验室协助依托单位在京举办第二届 “优秀大学生夏令

营”活动，２３名营员分别来自国内多所地质类高校。夏令营期间，同学们聆听了陈

九辉研究员、尹金辉研究员、何昌荣研究员等多位研究人员做的相关领域学术报告，

并就自己的疑惑与导师们进行了深入交流。随后，在科研人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

了实验室各个研究单元。此次活动增进了同学们对地震科学研究的了解，加强了对

地震事业的关注和兴趣，为优秀大学生提供了一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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