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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水平与贡献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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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项，其

中包括科技支撑课题、国家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国家级研究课题 ４８项，表现出较强的承担国家重要科研任

务的能力；２０１４年，实验室人员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４４项，其中负责 ４１

项、参加 ３项，在 ２０１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中获资助 １２项，表明实验室具

有较强的竞争科研项目的能力。

２０１４年实验室固定人员、流动人员和研究生等在国内外正式发表论文 １５９篇，

其中实验室为第 １标注单位的论文 ９４篇；发表论文中 ＳＣＩ收录 ７５篇 （国外刊物 ４５

篇），其中实验室为第 １标注单位的论文 ４０篇。依据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最

新 ＪＣＲ论文分区，实验室在地学领域 １区期刊发表论文 ６篇，Ｔｏｐ期刊发表论文 １２

篇，２区期刊发表论文 １９篇，分别占实验室发表论文总数的 ３８％、７５％和 １１９％。

论文发表刊物包括 Ｓｉｃｅｎｃ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等国际地学核心刊物以及 《中国科学》、《地球物理学

报》等国内重要刊物。实验室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５项，实用新型专利 １项，软件

著作权 ２项。此外，实验室人员在国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６０篇，在国内学术

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８５篇。

在 ２０１４年中国地震局组织的防震减灾科技成果评审中，实验室人员负责的项目

获一等奖 １项、二等奖 １项，实验室人员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的项目获二等奖 ４项，是

获奖最多的研究实体。实验室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影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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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萍研究员等的 “埋藏古峡谷揭示出构造隆升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制约作用”一

文在Ｓｃｉｅｎｃｅ发表，著名地质与地貌学家ＫｅｌｉｎＸ．Ｗｈｉｐｐｌｅ同期发表评论，认为该文是

对 “气候驱动的侵蚀控制喜马拉雅构造结加速隆升”的著名的 “构造动脉瘤”模型

的挑战。刘启元等发表在 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上的论文 “证实青藏高原通过下部地壳

物质流动和上部地壳沿断层块体滑移 ２种方式向东扩张”入选国家科技部 “２０１４年

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是地球科学领域惟一入选的成果。

二、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截至 ２０１４年底，在实验室工作的固定人员为 ７４人，全职特聘人员 ４名，其中研

究人员６４人，技术人员１３人，专职管理人员１人。实验室人员在职称结构上以高级

研究人员为主，其中研究员 ２７人 （含特聘研究员 ４人），副高级人员 ２０人；在学历

结构上以高学历者为主，其中博士学位 ５８人，硕士学位 １４人；在年龄结构上以中青

年人员为主，其中 ４５岁以下人员 ４９人。研究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３人，２人

曾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４人先后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２０１４年，实验室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

本利彦获得 ２０１４年欧

洲地球物理联合会奖章 （ＬｏｕｉｓＮéｅｌＭｅｄａｌ）和中国政府 “友谊奖”。３名青年科技人

员获研究员任职资格 （蒋汉朝、张会平、郝重涛），１名青年科技人员 （张克亮）获

副研究员任职资格。实验室继续把选送青年人员到发达国家访问学习作为人才培养

的重要手段，２０１４年有 ５名青年科技骨干 （张会平、郭飚、任治坤、张桂芳、郭彦

双）和 １名在读博士研究生 （俞晶星）获得了中国地震局和国家留学基金委专项的

资助，分别作为访问学者和联合培养研究生出国访问学习。实验室聘任闻学泽研究

员为全职特聘研究员，通过公开招聘方式新增了 ５名青年科研人员 （覃金堂、梁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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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英、张金玉、韩冰）。青年科技人员承担国家项目、发表论文的比重持续增加。

２０１４年实验室共有１７名研究生 （其中博士７人，硕士１０人）毕业并获得学位，

出站博士后 １人。截至 ２０１４年底，实验室在读研究生 ８４人 （其中博士 ４５人，硕士

３９人），在站博士后 １２人。在依托单位进行的 ２０１４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中，

实验室共有 ２名博士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占依托单位获得奖学金人数的 ２／３。

三、开放与合作交流

１、实验室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情况

　　实验室在多项课题中开展了国际合作，来自美、日、法、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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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余人次，其中 ２０余人次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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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４７人次。

实验室积极组织专题学术会议。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１８—２３日，实验室承办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中英地球科学合作论坛，来自中英两国的 ７０多位科技人员参加

了会议，会议围绕地质灾害与应对、地球深部流体及效应和古生物与环境协同演化

等问题开展讨论，凝练了中英相关领域的合作研究主题。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２—５日，实验

室举办了中日 “龙门山北段及周边断裂古地震和地震危险性研究”学术研讨会，来

自中日双方的 ３０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２５—２７日，实验室举办了

“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学术讨论会”，来自国内多个行业及境外的 ５０多名学者参加了

会议。

２０１４年实验室聘请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为客座研究员，并邀请

他开设构造地貌学课程。邀请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 ＳｔｅｖｅｎＧ．Ｗｅｓｎｏｕｓｋｙ教授开设了

活动构造与地震课程，邀请客座研究员汪荣江开设了地球物理反演与地壳形变数值

模拟课程，提高青年科技人员和研究生的研究和交流能力。

２、公众开放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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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１２日，即我国

第 ６个 “防灾减灾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地学部王多君老师带领该校二十多名研究生

来实验室参观。实验室副主任陈杰研究员简要介绍了重点实验室概况和汶川地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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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进展，实验室工作人员引领学生们参观了实验室各个研究单元，学生们除

聆听展板讲解和实验设备介绍外，还亲手操作了部分仪器。参观过程中，同学们兴

趣浓厚，积极提问，一些同学主动提出在参观活动结束后继续与工作人员互相交流，

学习相关实验知识。

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同学们对地震研究的了解，更提供了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机会，拓宽了同学们科学研究视野。

３、公共研究平台的作用及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与共享情况

实验室是中国地震研究领域重要的公用研究平台，通过各类研究课题、自主课

题和开放课题与地震系统、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１０多个单位开展了合作研

究，吸引了国内外一批科技人员来实验室开展研究。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全面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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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对外开放的力度继续加大，多数大型设备的共享率有所提高。

四、专项经费执行情况

１、自主研究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１４年实验室共设立自主课题 ６项，其中围绕实验室 “南北地震带构造变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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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总经费为 ３２８万元。

以往年度设立的 ６项课题均已完成预定任务，并取得了重要进展。“汶川地震断

裂带物质组成－岩石物理与力学性质精细实验研究”课题利用浅层钻探手段获取地

震断裂带样品并对其开展精细的岩石学、构造学、岩石物理－力学实验研究，获得了

汶川地震断裂带多项岩石物理参数，得到了断层岩的低速和高速摩擦性状，分析了

断层带深部流变结构和变形性质，并探讨了地震发生机理。“帕米尔构造结东北部的

活动构造与高原形成过程”课题通过地质－地貌填图、磁性地层与低温热年代学和断

错第四纪地貌面测量与测年，查明了帕米尔构造结东北部的主要活动构造空间展布、

构造变形几何图像和变形空间分配，确定了主要构造带晚新生代构造变形的起始时

间及其时空迁移图像，提出了帕米尔北部晚新生代洋壳型陆内俯冲作用构造演化的

新模式。“青藏高原东缘川滇构造区的大地电磁探测研究”课题通过对横跨喜马拉

雅东构造结、川滇菱形块体和华南块体剖面上 １８０多个大地电磁测深点数据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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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预处理、反演和分析，获得了沿剖面的电性结构模型，结合构造地质，大地测

量和已有大地电磁测深剖面及其它地球物理资料，进行了地质和构造解释，总结了

该地区的深部结构及其与地震孕育、发生的构造关系。“中地壳深部可稳定存在弱矿

物相的剪切滑动性质－弱断层机制的实验研究”课题选取黑云母、黑云母－石英均匀

混合样品，在从低温到高温的温度范围内开展了摩擦实验，获得摩擦强度和滑动稳

定性随温度变化趋势，并揭示了结构面的存在对断层带强度和滑动稳定性的重要影

响。“基性麻粒岩流变实验”课题采集了大量地体麻粒岩和火山岩包体麻粒岩样品，

通过偏光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分析，选择了３种麻粒岩样品作为流变实验的样品，分析

了实验样品的矿物组成、含量、粒度、化学成分等，初步开展了基性麻粒岩和中性麻

粒岩流变实验，表明基性麻粒岩的强度显著高于中性麻粒岩。“以 ＧＰＳ、ＩｎＳＡＲ数据

为约束的龙门山断裂带系统力学模拟”课题利用二维有限元模型，以地球物理探测

和 ＧＰＳ数据为约束，模拟了地震孕育、发生和震后不同阶段断层附近地壳内的应力

应变演化过程，结果表明，中、下地壳流变性的参与更利于上覆断层运动发生地震，

缩短地震周期，增大同震位移。

２、开放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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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０万元。

２０１１年批准的开放课题除 １项延期外，其余课题均完成了结题报告。２０１２年批准的

４项课题均已基本完成预定任务，２０１３年批准的 ４项开放课题按计划实施。实验室

资助的开放课题全年共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１７篇。

“天山北麓全新世岩漆的微层理层序及其在古气候和地貌新构造研究中的应用”

课题通过对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发育的岩漆进行系统的研究，建立了该区晚冰期及全

新世岩漆的标准微层理层序及其相应的年代学，利用岩漆微层理测年法对研究区内

所发育的河流阶地和断层陡坎的形成年代进行了系统测定，对天山北麓山前断裂带

的新构造及地震活动性进行了重新评估和认识。“远震 ＰＳ转换波分裂研究”课题研

发了偏振处理程序并形成稳定、可靠的 ＰＳ波分裂参数检测技术；基于首都圈数字地

震台网记录的高精度远震波形资料，获取各个台站下方来自基底的 ＰＳ波分裂参数，

分析台站下方浅部地壳介质的各向异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该方法保持了原始波

场的信息，可以用来分析 ＰＳ波分裂特征。“基于动态高分辨率数字散斑测量系统的

断层粘滑实验研究”课题利用自行搭建的多相机联合测量系统研究了双剪粘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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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粘滑过程，发现了粘滑失稳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现象，建立了断层失稳滑动启

动模型，基于该模型分析了断层失稳的发生过程和发生机制。“不同温度与压力下岩

石磁组构变化特征研究”课题以天然岩石样品为研究对象，对不同加载压力下岩石

磁组构的变化特征及其与应力应变的关系进行了实验室研究。结果表明，以磁铁矿

为主要载磁矿物的火成岩样品，岩石磁组构对应力的响应较明显，磁组构参数的变

化在岩石受力的初始阶段已经发生，岩石内部的微破裂进一步加剧了磁化率各向异

性的变化与磁化率主轴的旋转。

五、实验室大事记

２０１４年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论文方面取得突破。其中王萍、刘静研究员等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发表了关于构造隆升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制约作用的论文，得到了国际科学

界的广泛关注；刘启元研究员等在 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发表了关于青藏高原东扩由上

地壳沿块体边界断层的刚性滑移和重力势能驱动的下地壳塑形流动控制的论文，得

到国际同行的关注。

在 ２０１４年中国地震局组织的防震减灾科技成果评审中，实验室人员负责的项目

获一等奖 １项、二等奖 １项，实验室人员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的项目获二等奖 ４项，是

获奖最多的研究实体。

实验室全职特聘研究员
!

本利彦因在岩石物理学方面的突出贡献于 ２０１４年获欧

洲地球物理联合会奖章 （ＬｏｕｉｓＮéｅｌＭｅｄａｌ），同年获中国政府 “友谊奖”。

六、依托单位的支持

１、依托单位在人、财、物条件方面的保障和支持

　　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对实验室的运行和建设给予大力支持，体现在固定人员招

聘、大型设备购置、实验系统运行经费等方面给予了倾斜。

２、依托单位给予的其他支持

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在科研院所基本科研费专项立项、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给

予了实验室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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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８日在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召开了学术委员会会议，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实验室主任、副主任

及各研究单元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马瑾院士主持。会议主要

议程有：实验室 ２０１０年度自主课题验收、２０１４年度自主课题立项评审、实验室 ２０１３

年工作报告和讨论 ２０１４年工作计划。

由学术委员会委员、实验室及研究单元负责人组成的评审专家组对 ２０１０年度实

验室批准的 ３项自主课题进行了验收，并一致同意通过验收。逐项听取了申请人的

立项申请报告并进行了质疑和讨论，对每个报告均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最后

经过讨论和无记名投票，确定了 ６项予以资助的自主课题。

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汇报了实验室 ２０１３年的工作情况和 ２０１４年工作计

划，以及根据通讯评审意见决定资助的开放课题。委员们围绕年度工作计划以及实

验室近期发展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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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人员

１、实验室工作人员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１ 丁国瑜 男 １９３１．０９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与

活动构造
副博士 中科院院士

２ 马　瑾 女 １９３４．１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大地构造物理 副博士 中科院院士

３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 博士
中科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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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启元 男 １９４５．１０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硕士 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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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

外籍研究员

９ 赵国泽 男 １９４６．０８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特聘研究员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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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１２来室

１１ 刘力强 男 １９５６．０７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１２ 杨晓松 男 １９５９．０５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１３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岩石力学 博士

１４ 汤　吉 男 １９６３．０３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１５ 王　萍 女 １９６４．０３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１６ 甘卫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８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震地质 博士

１７ 王　敏 女 １９６４．１０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大地测量 博士

１８ 屈春燕 女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构造地质 博士

１９ 尹功明 男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２０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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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周永胜 男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２２ 陈九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３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３ 詹　艳 女 １９６９．１２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４ 郑德文 男 １９７１．１０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２５ 陈小斌 男 １９７２．０７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６ 郑文俊 男 １９７２．１１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７ 肖骑彬 男 １９７４．０７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８ 刘培洵 男 １９６３．０９ 副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学士

２９ 郝重涛 女 １９６５．１０ 副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０ 尹金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１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３１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高工 地球物理 其他

３２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３３ 陶　玮 女 １９７１．１１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４ 蒋汉朝 男 １９７３．０３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３５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副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６ 孙建宝 男 １９７５．０７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７ 王凯英 女 １９７６．０１ 副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３８ 陈顺云 男 １９７６．０３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９ 刘进峰 男 １９７７．０８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４０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学信息工程 博士

４１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构造地质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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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涛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 博士

４４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０８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球化学 博士

４５ 任治坤 男 １９８０．０９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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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马　严 女 １９８２．０２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物理化学 博士

４７ 刘彩彩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古地磁 博士

４８ 李建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３ 工程师 第四纪地质 其他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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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工程师 电子技术 其他

５１ 王立凤 女 １９７３．０３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硕士

５２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５３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工程力学 博士

５４ 刘云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９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５５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工程师 地球物理 硕士 实验室秘书

５６ 李　昱 女 １９８１．０２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博士

５７ 张克亮 男 １９８１．０３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动力学 博士

５８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０５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５９ 姚文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工程师
机械工程

及自动化
学士

６０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助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硕士

６１ 韩　非 男 １９８１．１１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６２ 汲云涛 男 １９８２．０３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６３ 梁诗明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０１４０７来室

６４ 覃金堂 男 １９８３．０２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２０１４１２来室

６５ 尹昕忠 男 １９８３．０５ 工程师 地球物理 硕士

６６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０９ 助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硕士

６７ 李　磊 男 １９８４．０２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 硕士 ２０１３１２离开

６８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工程师 植物学 硕士

６９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４．０４ 工程师 构造地质 博士

７０ 王　英 女 １９８４．０６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球化学 博士 ２０１４０７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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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武　颖 女 １９８５．０１ 工程师
仪器科学

与技术
硕士

７２ 李　涛 男 １９８５．０９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０１４６离开

７３ 张　雷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助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７４ 张金玉 女 １９８６．１２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０１４０７来室

７５ 姚　路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７６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助工 构造地质 硕士

７７ 齐文博 男 １９８５．０９ 助工 机械工程 硕士

７８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助工 地球化学 硕士

７９ 杨　雪 女 １９８６．０３ 助工 地球化学 硕士

８０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助工 地球物理 硕士 ２０１４０７来室

２、新增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闻学泽，男，１９５４年生，研究员。于 １９７８和 １９８１年

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地震地质专业和地貌与第四纪地质专

业，获硕士学位。１９８１—２００９年就职于四川省地震局，

１９９７年起任研究员；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兼任中国地震局地震

预测研究所研究员；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任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特聘研究员。１９８６和 １９９６年分别在美国加州理工

学院地震实验室和俄勒冈大学地质科学系从事短期学术访问与合作研究。目前兼任

国家地震预报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地震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地震学报》和

《地震》期刊副主编、博士研究生导师等职。１９９３和 １９９７年分别被中国地震局选为

第一批科技新星和第一批 “跨世纪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第一层次人选；２００７和 ２００９

年分别获国家相关部委授予的 “全国地震科技工作先进个人”和 “全国野外科技工

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主要研究方向为地震构造及其动力学、活动断裂强震破裂历史、综合多学科信

息的强震危险性评价等。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科技支撑、９７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地震行业专项等多项科研课题，独立完成并出版专著一部，并已在国内外核心期刊

上发表学术论文约９０篇 （含 ＳＣＩ和 ＥＩ收录论文３０多篇），其中，第一作者和通讯作

者论文约 ５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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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文俊，男，１９７２年生，博士，研究员。２００３年毕业

于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构造地质学专业，获硕士学

位；２００９年获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构造地质学专业博士

学位。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就职于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至今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力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工作。２０１１年 １０—１２月受邀到美国科罗拉

多大学地球科学系进行交流访问。曾获 “第六届甘肃省青

年地质科技奖”，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中国地震局防震减

灾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各 １项，２０１４年被中国地震局授予 “防震减灾先进个人”

（科学研究与国际合作领域）。

主要研究方向为活动构造、新生代构造、构造地貌与地震危险性评价。近年来，

对青藏高原北部构造变形和青藏高原向ＮＥ方向的扩展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提出了

基于活动构造与新构造定量研究基础上的高原边缘连续变形模式和高原扩展已到达

河西走廊北部的阿拉善地块南缘的新认识。先后主持和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地震行业专项、中科院先导性专项、所长基金等多项课题。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

上发表论文 ７０多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论文 ２０余篇，包括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Ｔｅｃ

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ｏｓｐｈｅｒｅ等权威地学期刊。

肖骑彬，男，１９７４年生，博士，研究员。１９９８年毕业

于长春科技大学获学士学位；２００１年在中国地质大学 （武

汉）获硕士学位；２００４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

获博士学位，同年入中国地震局地质所博士后流动站，

２００６年留所工作。研究方向为大地电磁测深方法及其在

深部构造、浅层勘探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先后主持

和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所长基金项目等多

个课题。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１０多篇。

３、在站博士后和在学研究生

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　业 导师 备　注

１ 博士后 何将启 男 １９７３．０４ 海洋地质 单新建

２ 博士后 王　薇 女 １９７７．０１ 地质学 单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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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博士后 蔡军涛 男 １９７７．１１ 地质学
徐锡伟

汤　吉　

４ 博士后 肖　萍 女 １９７８．０２ 矿产普查与勘探 刘　静

５ 博士后 赵扬锋 男 １９７９．０３ 工程力学 刘力强

６ 博士后
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
Ｔｏｇｏ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地球与行星系统科学 马胜利

７ 博士后 沙　茜 女 １９８３．０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８ 博士后 李彦宝 男 １９８１．１２ 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９ 博士后 梁莲姬 女 １９８９．０５ 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０ 博士后 贾宝新 男 １９７８．０８ 构造物理学 刘力强

１１ 博士后 李志刚 男 １９８４．１２ 地质学 刘　静

１２ 博士后 苗社强 男 １９８５．０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１３ 博士生 李　鹏 女 １９７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１４ 博士生 葛伟鹏 男 １９８１．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１５ 博士生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１６ 博士生 任雅琼 女 １９８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１７ 博士生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实验室在职

１８ 博士生 董绍鹏 男 １９８３．０８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９ 博士生 段庆宝 男 １９８６．０３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２０ 博士生 雷启云 男 １９８１．０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２１ 博士生 刘绍卓 男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２２ 博士生 卓燕群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２３ 博士生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实验室在职

２４ 博士生 余中元 男 １９８２．０６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２５ 博士生 赵盼盼 男 １９８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２６ 博士生 包林海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２７ 博士生 孙　珂 男 １９８１．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８ 博士生 庾　露 男 １９８４．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９ 博士生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实验室在职

３０ 博士生 程远志 男 １９８６．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３１ 博士生 丁晓光 男 １９８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２ 博士生 邵延秀 男 １９８４．１１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３３ 博士生 吴传勇 男 １９７８．０５ 第四纪地质学 张培震

３４ 博士生 徐小波 男 １９８８．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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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博士生 刘浪涛 男 １９８２．０９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３６ 博士生 董泽义 男 １９８４．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 汤　吉

３７ 博士生 李世念 男 １９８８．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３８ 博士生 陈进宇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３９ 博士生 宋春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４０ 博士生 邓　琰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４１ 博士生 温少妍 女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４２ 博士生 钟　宁 男 １９８６．０３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４３ 博士生 袁兆德 男 １９８６．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４４ 博士生 苏利娜 女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４５ 博士生 俞晶星 男 １９８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４６ 博士生 李新男 男 １９８７．０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４７ 博士生 李跃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杰

４８ 博士生 王　躲 男 １９８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４９ 博士生 王　伟 男 １９８９．０２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５０ 博士生 王一舟 男 １９８９．０９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５１ 博士生 吴　果 男 １９８８．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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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 博士生 赵凌强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５４ 博士生 钟美娇 女 １９８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５ 博士生 朱成林 男 １９８４．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５６ 博士生 李又娟 女 １９８８．０３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５７ 博士生 黄　铿 男 １９７９．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联合培养

５８ 硕士生 江　敏 男 １９８９．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５９ 硕士生 姜　峰 男 １９８９．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６０ 硕士生 李翠平 女 １９８９．１０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６１ 硕士生 李艳豪 女 １９８８．０７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６２ 硕士生 李　贞 女 １９８９．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郭　飚

６３ 硕士生 司洁戈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６４ 硕士生 唐茂云 男 １９９０．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６５ 硕士生 王洪栋 男 １９８８．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　敏

６６ 硕士生 王家庆 男 １９９０．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６７ 硕士生 姚胜楠 女 １９８９．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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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硕士生 张慧婷 女 １９９０．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６９ 硕士生 张　永 男 １９８８．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陶　玮

７０ 硕士生 郑　茜 女 １９８９．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７１ 硕士生 张　宁 男 １９８７．０７ 构造地质学 郑文俊

７２ 硕士生 韩明明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７３ 硕士生 李建凯 男 １９８９．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７４ 硕士生 罗　明 男 １９８９．０９ 第四纪地质学 陈　杰

７５ 硕士生 左荣虎 男 １９８９．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７６ 硕士生 李占飞 男 １９８９．１２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７７ 硕士生 郭春玲 女 １９９０．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７８ 硕士生 杨　皓 男 １９９０．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７９ 硕士生 陈一方 男 １９９１．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８０ 硕士生 邵贵航 男 １９９１．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彬

８１ 硕士生 成里宁 男 １９９１．０５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８２ 硕士生 高　翔 男 １９９２．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郭　飚

８３ 硕士生 焦　裕 男 １９９１．０７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８４ 硕士生 李晓峰 男 １９９１．０６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８５ 硕士生 李雪梅 女 １９８８．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８６ 硕士生 孙翔宇 男 １９９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８７ 硕士生 王浩然 男 １９９０．０２ 第四纪地质学 陈　杰

８８ 硕士生 王志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８９ 硕士生 张广利 男 １９９２．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９０ 硕士生 郑博文 男 １９９１．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９１ 硕士生 张迎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０ 测绘科学与技术 张国宏 联合培养

９２ 硕士生 姜　芋 男 １９９１．０９ 测绘科学与技术 单新建 联合培养

９３ 硕士生 李彦川 男 １９８９．１０ 测绘科学与技术 屈春燕 联合培养

９４ 硕士生 刘岸明 男 １９９１．０２ 测绘工程 宋小刚 联合培养

９５ 硕士生 钱　达 男 １９９１．０１ 地质工程 王　萍 联合培养

９６ 硕士生 闫首良 男 １９９３．１２ 地质工程 任治坤 联合培养

　　注：带  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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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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金堂 男 １９８２．０２ 地质学 陈　杰

２ 博士生 郭利民 男 １９７３．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３ 博士生 陈　涛 男 １９７９．０６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４ 博士生 梁诗明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５ 博士生 黄　蓓 女 １９７８．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６ 博士生 刘远征 男 １９７８．０８ 构造物理学 马　瑾

７ 博士生 路　珍 女 １９８７．０９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８ 博士生 刘冠中 男 １９８０．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９ 硕士生 王一舟 男 １９８９．０９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１０ 硕士生 王　羽 女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１１ 硕士生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１２ 硕士生 乔　亮 男 １９８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１３ 硕士生 张豫宏 男 １９８９．１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１４ 硕士生 赵凌强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１５ 硕士生 徐秀杰 女 １９８８．０７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单新建 联合培养

１６ 硕士生 孟秀军 女 １９８６０５ 测绘科学与技术 屈春燕 联合培养

１７ 硕士生 宋为娟 女 １９８５．０３ 地理学 刘春茹 联合培养

１８ 硕士生 王　躲 男 １９８７．１２ 第四纪地质学 尹功明 联合培养

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称
学委会

职务
专业 工作单位

１ 马　瑾 女 １９３４．１１
研究员

（院士）
主任 大地构造物理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２ 石耀霖 男 １９４４．０２
教　授
（院士）

副主任 地球动力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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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５ 刘启元 男 １９４５．１０ 研究员 委员 地球物理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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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卢演俦 男 １９４０．０６ 研究员 委员 地震地质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７ 陈　 男 １９４２．１２
研究员

（院士）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及岩石物理学
中国地震局

８ 陈永顺 男 １９５６．０５ 教　授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北京大学地球与

空间科学学院

９ 陈运泰 男 １９４０．０８
研究员

（院士）
委员 地震学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１０ 程鹏飞 男 １９６２．０７ 研究员 委员 大地测量学 国家测绘局测绘研究院

１１ 黄立人 男 １９４２．１２ 研究员 委员 大地测量学
中国地震局第一

形变监测中心

１２ 金振民 男 １９４１．０９
教　授
（院士）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与岩石流变学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１３ 沈正康 男 １９５３．０３ 研究员 委员 地球物理
北京大学地球与

空间科学学院

１４ 张国民 男 １９４２．１１ 研究员 委员 地震学与地震预报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

１５ 朱日祥 男 １９５６．０８
研究员

（院士）
委员 古地磁与地球动力学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

三、实验室承担的科研项目

１、实验室承担的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序号 项目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１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

学钻探：地震断裂

带的岩石物理－力
学性质与地震发生

机理

ＷＦＳＤ０９
马胜利

杨晓松

何昌荣，刘力强，

周永胜，陈建业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４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２
高分遥感地震监测

与应急应用示范系

统 （一期）

３１Ｙ３０Ｂ０９
９００１１３／１５ 申旭辉 单新建，张桂芳，

刘云华，徐小波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

３
龙门山北段及周边

断裂古地震和地震

危险性研究

２０１１ＤＦＧ２３４００ 马胜利
陈九辉，魏占玉，

何宏林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际科技

合作项目

４
亚洲季风－干旱环
境演化与青藏高原

北部的生长

４０９２１１２０４０６ 安芷生 张培震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 同位素地球化学 ４１０２５０１０ 王　非 周永胜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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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祁连山晚新生代构

造变形与地貌演化
４１０３０３１７ 张培震 郑德文，郑文俊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

青藏高原东缘地球

动力学、地震危险

性、及汶川大震蕴

育和演化的地震物

理模型

４１０９０２９４ 沈正康 王　敏，万永革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
汶川地震断层渗透

性及同震热压作用
４１１０２１３０ 陈建业

杨晓松，姚文明，

段庆宝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９
汶川地震的地貌响

应量化研究
４１１０２１３６ 任治坤 俞晶星，董绍鹏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０

基于 ＧＰＳ等大地测
量资料的阿尔金断

裂中段地表形变场

时空变化研究

４１１０４００８ 王阎昭
王　敏，沈正康，
王　凡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１

基于高频 ＧＰＳ观测
网的强震地面运动

监测方法与地震学

应用研究

４１１０４０２３ 殷海涛
黄　蓓，肖根如，
梁诗明，郝　明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２
祁连山地区门源盆

地磁性地层学研究
４１１０４０４０ 刘彩彩 徐红艳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３
大地电磁三维局部

畸变分析与应用研

究

４１１０４０４４ 蔡军涛
王继军，赵国泽，

董泽义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４
晚第四纪以来嘉黎

断裂运动速率研究
４１１７２１５５ 尹功明

李建平，陈于高，

韩　非，钟令和，
黄昭怡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５

青藏高原东缘三江

地区河流侵蚀递进

发育的低温热年代

学约束

４１１７２１７９ 刘　静
文　力，于俊杰，
刘一多，王　鹏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６
亚失稳应力状态的

识别及演化趋势研

究

４１１７２１８０ 马　瑾

王凯英，陈顺云，

郭彦双，刁桂苓，

刘　峡，张克亮，
刘冠中，卓燕群，

任雅琼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７
阿尔金断裂东端部

的变形几何和构造

转换

４１１７２１９４ 郑文俊
张培震，王伟涛，

董绍鹏，葛伟鹏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８
首都圈地区远震基

底 ＰＳ转换波分裂
及机理研究

４１１７４０４５ 郝重涛
李　磊，姚　陈，
宋利虎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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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断层失稳滑动观测

与瞬态过程分析
４１１７４０４６ 刘力强

郭彦双，郭玲莉，

陈国强，汲云涛，

李普春，张诗笛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０
鄂尔多斯地块岩石

圈电性结构及其动

力学意义研究

４１１７４０５８ 陈小斌

王立凤，刘国栋，

臧绍先，杨　静，
叶　涛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１

青藏高原现今隆升

扩展速率及构造形

变模式的 ＧＰＳ观测
研究

４１１７４０８２ 甘卫军

陈为涛，肖根如，

周德敏，梁诗明，

盛传贞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２

宇宙成因核素
２１Ｎｅ

测年方法实验流程

的建立及其可靠性

验证

４１２０２１３２ 马　严
武　颖，袁兆德，
李大明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３
首都圈及邻区极低

频天然电磁场时空

分布特征研究

４１２０４０５６ 王立凤

汤　吉，李细顺，
范　晔，赵凌强，
李　冉，叶　涛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４

基于大量历史 ＳＡＲ
存档数据的 ＩｎＳＡＲ
轨道、大气误差研

究与改正

４１２０４０２７ 宋小刚
张桂芳，刘云华，

申　星，庾　露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５
六盘山地区新生代

沉积物源示踪及其

构造意义

４１２０２１４８ 王伟涛 刘彩彩，杨　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６
构造地质学———活

动构造与构造地貌
４１２２５０１０ 刘　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７

青藏高原东北缘大

夏河流域瞬时地貌

发育特征及其控制

因素研究

４１２７２１９６ 张会平

郑勇刚，陈正位，

杨会丽，袁兆德，

毛凤英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８

帕米尔构造结公格

尔山基岩区第四纪

构造变形与剥蚀过

程的定量研究

４１２７２１９５ 陈　杰

李文巧，杨会丽，

袁兆德，杨晓东，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Ｈｅｒｍａｎ，
刘浪涛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９

祁连山南缘－柴达
木盆地北缘新生代

构造活动与剥露特

征的热年代学研究

４１２７２２１５ 郑德文

武　颖，庞建章，
杨　静，俞晶星，
王一舟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０
龙门山断裂带精细

速度结构成像研究
４１２７４０６０ 陈九辉

李　昱，赵盼盼，
邓文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１
祁连山西段及邻区

电性结构及构造意

义

４１２７４０８０ 肖骑彬

王继军，虢顺民，

蔡军涛，董泽义，

李　冉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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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富含黑云母断层岩

碎屑在热水条件下

的摩擦滑动性质和

弱断层的矿物根源

研究

４１２７４１８６ 何昌荣
姚文明，陆　珍，
任凤文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３
地震弱初始震相及

其影响因素的实验

研究

４１２７４１８７ 刘培洵

扈小燕，汲云涛，

刘力强，郭玲莉，

张诗笛，李世念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４
西域砾岩宇宙成因

核素
２６Ａｌ／１０Ｂｅ埋藏测

年探索

４１３０２１３９ 韩　非
马　严，李建平，
王　躲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５

阿尔金断裂中段百

年－千年尺度古地
震事件的释光年代

学研究

４１３０２１４０ 覃金堂
李　涛，杨会丽，
Ｒａｍｏｎ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６
活动褶皱陡坎的识

别、变形、运动学

模型与强震

４１３０２１７２ 李　涛
李文巧，刘浪涛，

覃金堂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７

基于形变场与地震

波的芦山地震震源

特征及发震机制研

究

４１３４０００８ 单新建
宋小刚，王伟锋，

庾　露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８

基于 ＥＳＲ测年的泥
河湾早更新世遗址

和地层年代序列研

究

４１３７２１７８ 刘春茹
李建平，宋为娟，

王　躲，王一舟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９

地震断层输运特性

及愈合作用的实验

研究：以汶川地震

断裂带为例

４１３７２２０２ 杨晓松

姚文明，陈建业，

汲云涛，杨　，
ＴｅｎｇｆｏｎｇＷｏｎｇ，
段庆宝，陈进宇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０

巨型裂点形成与河

谷演化的沉积学证

据———以东喜马拉

雅构造结雅鲁藏布

江大拐弯为例

４１３７２２１１ 王　萍 刘　静，李翠平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１

阿拉善地块南缘构

造活动及其对青藏

高原向北东扩展的

响应

４１３７２２２０ 郑文俊

任治坤，俞晶星，

董绍鹏，王一舟，

万景林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２

南北地震带北段地

壳形变场时空演化

特征及断层相互作

用研究

４１３７４０１５ 屈春燕

宋小刚，张国宏，

张桂芳，高祥林，

徐小波，庾　露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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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汶川地震同震过冲

及其震后恢复过程

研究－基于形变观
测和力学模型分析

４１３７４０４０ 孙建宝

陶　玮，冉洪流，
贺鹏超，郑　茜，
刘绍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４
地面台网和卫星观

测电磁数据处理与

挖掘技术研究

４１３７４０７７ 赵国泽

汤　吉，肖骑彬，
王立凤，毕亚新，

韩　冰，蔡军涛，
程远志，卓贤军，

赵凌强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５
龙门山地区及其断

裂带系统形变模拟

研究

４１３７４１０３ 陶　玮 孙建宝，张　永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６
大陆下地壳麻粒岩

高温流变实验研究
４１３７４１８４ 周永胜

党嘉祥，姚文明，

沙　茜，缪阿丽，
张豫宏，张慧婷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７
２０１４年中英双边地
球科学研讨会

４１４８１３３０３９７ 张会平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８

喜马拉雅计划之四

———ＧＮＳＳ系 列 数
据产品在地震监测

预报中的应用

２０１２０８００６ 杜瑞林 王　敏，王阎昭，
李　瑜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４９

喜马拉雅计划之三

———中国综合地球

物理场观测－鄂尔
多斯地块周缘地区

２０１２０８００９ 丁　平

甘卫军，陶　玮，
王　敏，梁诗明，
盛传贞，李　瑜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５０
编制活动断层探察

相关标准的研究
２０１３０８００１ 于贵华 尹金辉，郑勇刚，

杨　雪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５１

喜马 拉 雅 计 划 之

一———中国地震科

学台阵探测－南北
地震带北段

２０１３０８０１１ 丁志峰

陈九辉，郭　飚，
李顺成，李　昱，
尹昕忠，赵国泽，

汤　吉，王继军，
王立凤，肖骑彬，

詹　艳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５２
古地震探槽选点与

事件判别的综合对

比研究

２０１３０８０１２ 刘　静

王　萍，尹金辉，
郑德文，张会平，

徐红艳，郑文俊，

任治坤，王伟涛，

庞建章，刘进峰，

王　鹏，董绍鹏，
陈　涛，邵延秀，
王　伟，俞晶星，
王一舟，毛凤英，

杨　静，张竹琪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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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中国地震活断层探

察－南北地震带北
段

２０１４０８０２３ 徐锡伟 郑荣章，郑文俊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国家公益

性行业科

研专项

５４
极低频探地（ＷＥＭ）
工程———地震预测

分项

１５２１２Ｚ００００００１
欧阳飚

汤　吉　

王立凤，王继军，

陈小斌，詹　艳，
肖骑彬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国家级

其他项目

５５
地震地质与地震动

力学分中心运维与

数据更新

ＤＳ２０１４０３ 单新建
屈春燕，刘云华，

庾　露，刘岸明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省部级

项目

５６
日喀则市及邻近地

区卫星遥感数据探

测与解译

ＤＺＳ２０１３０６ＫＹ４５ 尼　玛 单新建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省部级

项目

５７
中国地震重点监视

防御区活动断层地

震危险性评价项目

ＪＨ０９０９ 徐锡伟

陈　杰，李　涛，
刘浪涛，杨会丽，

覃金堂，杨晓东，

杨会丽，李文巧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省部级

项目

５８
板块运动与区域地

壳稳定性监测
Ｂ１４０４ 党亚民

甘卫军，张克亮，

梁诗明，李彦宝，

殷海涛，陈为涛，

肖根如，朱成林，

丁晓光，苏利娜，

刘俊清，常金龙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省部级

项目

５９
快速剥蚀基岩区释

光低温热年代学初

探

２０１３Ｍ５４０９９７ 覃金堂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６０
预制裂纹岩石变形

破坏过程电荷感应

和声发射规律研究

ＹＬ１４１４ 赵扬锋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６１
东准噶尔斑岩型铜

矿成矿规律研究与

靶区优选评价

ＫＺＣＸＥＷＬＹ０３ 徐兴旺 肖骑彬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中国科学

院知识创

新工程前

沿项目

６２
青藏高原东北缘低

温热年代学研究
ＸＤＢ０３０２０３ 王　非 郑德文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中国科学

院战略性

先导科技

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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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青藏高原东北缘新

生代陆内变形与远

程效应

ＸＤＢ０３０２０２００
张培震

付碧宏

尹功明，郑德文，

张会平，刘春茹，

徐红艳，郑文俊，

任治坤，王伟涛，

刘彩彩，庞建章，

董绍鹏，陈　涛，
雷启云，余中元，

俞晶星，王一舟，

葛伟鹏，邵延秀，

李又娟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中国科学

院战略性

先导科技

专项

６４
“十二五”国家防

震减灾战略研究

中震财发

［２０１２］３９号
马胜利 甘卫军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省部级

项目

６５
地震行业标准编制：

极低频地震电磁台

站观测技术规范

无 汤　吉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省部级

项目

６６
强震对地貌响应双

重作用的三维量化

研究

无 任治坤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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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号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１
咸阳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

险性评价项目－标准钻孔探测与
晚第四纪地层剖面的建立

无 王　萍
陕西省地震局

工程研究院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２
合肥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

险性评价项目－标准钻孔探测与
晚第四纪地层剖面的建立

无 尹功明
安徽省地震局

工程研究院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３
广西重点地区地震台阵观测与

深部孕震环境研究
２０１４０７Ｋ０３３４ 李　昱

广西壮族自治

区地震局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４
云南地区卫星重力场资料整理

及重力场时空变化分析研究
２０１４０５Ｙ０２３０ 郭　飚

中国地震局地

球物理研究所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５
德令哈市活断层探测与地震小

区划项目－目标区第四系地质环
境分析

２０１４０４Ｙ００９４ 王　萍
青海省工程

地震研究院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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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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地震断裂带物质组成－岩石物理与力学性质
精细实验研究

杨晓松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２
帕米尔构造结东北部的活动构造与高原形成过

程
陈　杰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３
中地壳深部可稳定存在弱矿物相的剪切滑动性

质－弱断层机制的实验研究
何昌荣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４ 青藏高原东北构造生长区的大地电磁探测研究 汤　吉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５
南北地震构造带和西秦岭交汇区三维深部结构

及强震孕震环境
詹　艳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６
基于长条带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ＩｎＳＡＲ及 ＧＰＳ观测的鄂尔
多斯块体西缘构造带缓慢变形特征及数值模拟

研究

单新建

甘卫军

屈春燕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７
快速湖相沉积对历史地震的响应研究－以岷江上
游地区和银川盆地为例

蒋汉朝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８
以 ＧＰＳ、ＩｎＳＡＲ数据为约束的龙门山断裂带系统
力学模拟

陶　玮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９ 基性麻粒岩流变实验 周永胜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１０
青藏高原地壳上地幔多尺度速度和密度联合成

像研究
郭　飚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１１
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入口段河湖相地层的年代学

研究
王　萍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１２ 植硅体
１４Ｃ测年可靠性研究 尹金辉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１３
中国西北干旱区岩石暴露年龄的释光测年方法

探索
刘进峰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１４ 多引线高温高压三轴实验系统的总装与测试 刘力强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１５
ＧＰＳ高频振动实验台的研制及强地面运动 ＧＰＳ
高频观测的算法改进

甘卫军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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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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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老龙湾地区晚新生代以来构造变形样式及其演

化过程
任治坤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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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利用多波段 ＩｎＳＡＲ时间序列方法研究北京及其
周边地区地壳形变场与活动构造的关系

孙建宝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２０ 断层裂隙碳酸盐填充物铀系测年研究 韩　非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２１ 岩石高速摩擦实验系统的改进及其应用 马胜利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四、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１、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１）陈建业，杨晓松，２０１４，汶川地震断裂带粒度分布特征：对地震碎裂机制的

约束，地震地质，３６（２）：３６８—３７８．

２）ＣｈｅｎＬｉｃｈｕｎ，ＷａｎｇＨｕ，Ｒａｎ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Ｌｅｉ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ＬｉＸｉ，ＷｕＦｕｙａｏ，Ｍａ

Ｘｉｎｇｑｕａｎ，Ｌｉｕ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ＨａｎＦｅｉ，２０１４，Ｔｈｅ２０１３ＬｕｓｈａｎＭＳ７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ｖａｒｉｅｄ

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

ｔｅｒｓ，８５（１）：３４—３９．

３）陈顺云，马瑾，刘培洵，刘力强，扈小燕，任雅琼，２０１４，利用卫星遥感热场

信息探索现今构造活动：以汶川地震为例，地震地质，３６（３）：７７５—７９３．

４）陈涛，张会平，王伟涛，２０１４，海原断裂带中东段地貌差异及其成因探讨，地

震地质，３６（２）：４４９—４６３．

５）Ｃｈｅｎ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ｕＪ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ＨｕｄｎｕｔＫｅｎｅｔｈ

Ｗ．，２０１４，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ｌｏｎｇ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ｉｒ

ｂｏｒｎｅＬｉＤＡ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５９（２０）：２３９６—２４０９．

陈涛，张培震，刘静，李传友，任治坤，Ｈｕｄｎｕｔ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２０１４，机载激光雷达

技术与海原断裂带的精细地貌定量化研究，科学通报，５９（１４）：１２９３—１３０４．

６）陈为涛，王阅兵，连尉平，甘卫军，付广裕，２０１４，２０１４年于田 ＭＳ７３地震近

场地表运动和同震位移的初步分析结果，震灾防御技术，９（４）：８３８—８４６．

７）陈小斌，蔡军涛，王立凤，叶涛，２０１４，大地电磁资料精细处理和二维反演解

释技术研究 （四）———阻抗张量分解的多测点－多频点统计成像分析，地球物理学

报，５７（６）：１９４６—１９５７．

８）ＣｈｅｎＹｕｘｉａｎｇ，ＬｉｕＸｉ，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４，３ＤＦＥＭ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ｉｃ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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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ｏｐ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ｏｆｆｏｒｓｔｅｒｉｔ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５７（６）：１１９２—１１９８．

９）程佳，刘杰，徐锡伟，甘卫军，２０１４，大凉山次级块体内强震发生的构造特征

与 ２０１４年鲁甸 ６５级地震对周边断层的影响，地震地质，３６（４）：１２２８—１２４３．

１０）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ＬｉｕＭｉａｎ，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ＸｕＸｉｗｅｉ，ＨｕａｎｇＦｕｑｉｏｎｇ，ＬｉｕＪｉｅ，２０１４，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ＭＷ９０Ｔｏｈｏｋ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０４（３）：１２５８—１２６７．

１１）Ｃｒａｄｄｏｃｋ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ＣｌａｒｋＭａｒｉｎＫ．，Ｃｈａｍｐａｇｎａｃ

ＪｅａｎＤａｎｉｅｌ，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２０１４，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ｓｔｙｌｅｏｆ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

Ｇｏｎｇｈｅ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ｓｐｈｅｒｅ，１０（６）：１２５５—１２８２．

１２）代树红，王召，马胜利，潘一山，２０１４，裂纹在层状岩石中扩展特征的研究，

煤炭学报，３９（２）：３１５—３２１．

１３）戴训也，沈军，吴传勇，杨会丽，２０１４，新疆阜康断裂带中段大黄山探槽晚

第四纪沉积物的光释光测年，地震地质，３６（４）：１０５３—１０６３．

１４）邓文泽，陈九辉，郭飚，刘启元，李顺成，李昱，尹昕忠，齐少华，２０１４，龙

门山断裂带精细速度结构的双差层析成像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４）：１１０１—１１１０．

１５）丁晓光，甘卫军，肖根如，张艺，２０１４，基于时间序列的 ＧＰＳ速率可靠性分

析，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４（１）：１０８—１１２．

１６）丁晓光，韩晓飞，张永奇，苏利娜，张艺，２０１４，渭河盆地 ＧＰＳ应变背景特

征及高陵地震发震原因探讨，震灾防御技术，９（ｓ１）：６６５—６７１．

１７）丁晓光，占伟，王紫燕，韩晓飞，２０１４，不同参考框架对区域连续 ＧＰＳ数据

解算的影响，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４（２）：１６１—１６８．

１８）ＤｕａｎＱｉｎｇｂａｏ，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２０１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ｇａ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Ｓｃｉ

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５７（１１）：２８２５—２８３４．

段庆宝，杨晓松，２０１４，汶川地震断层岩气体和液体渗透率实验研究，中国科

学：地球科学，４４（１０）：２２７４—２２８４．

１９）段庆宝，杨晓松，陈建业，２０１４，断层岩气体渗透率及 Ｋｌｉｎｋｅｎｂｅｒｇ效应，地

震地质，３６（４）：９６４—９７５．

２０）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ＪｏｈｎＭ．，ＴｅｒａｎＯｒｌａｎｄｏＪ．，ＲｏｃｋｗｅｌｌＴｈｏｍａｓＫ．，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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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４年度报告　　

Ｈｕｄｎｕｔ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ＭｕｅｌｌｅｒＫａｒｌＪ．，ＳｐｅｌｚＲｏｎａｌｄＭ．，ＡｋｃｉｚＳｉｎａｎＯ．，ＭａｓａｎａＥｕｌａｌｉａ，

ＦａｎｅｒｏｓＧｅｏｆｆ，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ＥｒｉｃＪ．，Ｌｅｐｒｉｎｃｅ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Ｍｏｒｅｌａ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Ｅ．，ＳｔｏｃｋＪｏａｎｎ，

ＬｙｎｃｈＤａｖｉｄＫ．，ＥｌｌｉｏｔｔＡｕｓｔｉｎＪ．，ＧｏｌｄＰｅｔｅｒ，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ＧｏｎｚｌｅｚＯｒｔｅｇａ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

ＨｉｎｏｊｏｓａＣｏｒｏｎａ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ＧｏｎｚｌｅｚＧａｒｃíａＪａｖｉｅｒ，２０１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ａ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ｒｏｍ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４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０ＥｌＭａｙｏｒＣｕ

ｃａｐａｈ（Ｍｅｘｉｃｏ）ＭＷ７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ｏｓｐｈｅｒｅ，１０（４）：７９７—８２７．

２１）ＧａｏＷｅｎ，ＪｉａＤａ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Ｑｉｇａｎｇ，ＬｉＴｏｎｇｌｉｎ，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Ｌｉ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ＷａｎｇＺｅｇｕａｎｇ，２０１４，ＥＳＲａｇｅｏｆ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Ｍａｎｊｉａｎｇ，Ｆｕｓ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Ｃｈａｎｇｂ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

３４９：４９—５８．

２２）ＧａｏＹｏｎｇｘｉｎ，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ｆｅｉ，Ｈｕ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ＷｅｎＪｉａｎ，ＴａｎｇＪｉ，ＦａｎｇＧｕｏｑｉｎｇ，

２０１４，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ｂ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１９（７）：５６５１—５６８５．

２３）郭玲莉，刘力强，２０１４，区域加载过程与发震断层变形演化的实验研究，地

震地质，３６（１）：２４３—２５２．

２４）郭玲莉，刘力强，刘培洵，２０１４，多通道动态应变观测系统在地震模拟实验

中的应用，地震地质，３６（３）：９２９—９３８．

２５）郭玲莉，刘力强，马瑾，２０１４，黏滑实验的震级评估和应力降分析，地球物

理学报，５７（３）：８６７—８７６．

２６）郭颖星，王多君，李丹阳，陈小斌，２０１４，黑云斜长片麻岩电导率研究，地

震地质，３６（３）：９０７—９１７．

２７）ＧｕｏＹｉｎｇ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Ｄｕｏｊｕｎ，ＳｈｉＹａｏｌｉｎ，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ＬｉＣａｉ，２０１４，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ｅｃｌｏｇｉｔｅｉ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５７（９）：２０７１—２０７８．

２８）韩军，高照宇，荣海，刘远征，赵象卓，２０１４，阜新盆地地形对地应力场的

影响研究，安全与环境学报，１４（３）：６２—６６．

２９）郝重涛，姚陈，２０１４，首都圈地区远震基底 ＰＳ波分裂研究，地球物理学报，

５７（８）：２５７３—２５８３．

３０）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ＷｏｎｇＴｅｎｇｆｏｎｇ，２０１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ａｒｙ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ｓｔａｂｉｌ

ｉｔｙ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ｐｒｉｎｇｓｌｉｄ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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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７（６）：５７７—５８７．

３１）何将启，丁汝鑫，梁世友，张蕾，单新建，２０１４，基于磷灰石裂变径迹约束

的北黄海盆地热演化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１０）：３３４７—３３５３．

３２）ＨｅｔｌａｎｄＥ．Ａ．，ＺｈａｎｇＧ．，２０１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ｓｏｎ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１９９７ＭＷ７６Ｍａｎｙ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８（１）：２５９—２６９．

３３）ＨｏｋｅＧｒｅｇｏｒｙＤ．，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Ｈｒｅ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ＷｉｓｓｉｎｋＧｒｅｇｏｒｙＫ．，Ｇａｒｚｉ

ｏｎｅＣａｒｍａｌａＮ．，２０１４，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ｒｅｖｅａｌｈｉｇｈ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ａｒｇｉｎ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３９４（２０１４）：２７０—２７８．

３４）ＨｏｕｇｈＢｒｉａｎＧ．，ＧａｒｚｉｏｎｅＣａｒｍａｌａＮ．，ＷａｎｇＺｈｉｃａｉ，Ｌｅａｓ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Ｏ．，２０１４，

Ｔｉｍ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ｂａｓｉ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ａｐｅｒ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Ｖｏｌ．５７：１２９—１５３．

３５）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ｏｙｉ，ＣｈｅｎＹｕｅｇａｕ，ＢｕｒｒＧｅｏｒｇｅＳ．，ＪａｉｓｗａｌＭａｎｏｊＫ．，ＬｉｎＹｕｎｕｎｇ

Ｎｉｎａ，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ｕＪｉ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ｏＳｈｕｊｕｎ，ＣａｏＺｈｏｎｇｑｕａｎ，２０１４，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ｇｌａｃｉａｌｌｙｄａｍｍｅｄｌａｋｅ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ａｒｌｕｎｇＴｓａｎｇｐｏ

ｒｉｖｅｒ，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８２（２）：４３０—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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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Ｙａｎｈａｏ，２０１４，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ｄｅｇｌａｃｉａｌＸｉｎｍｏｃｕｎｌａ

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ｔＤｉｅｘｉ，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２４：５１８—５３１．

３７）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ＬｉＹａｎｈａｏ，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ＭａＸｉａｏｌｉｎ，ＭｅｎｇＹｕｎ

ｆｅｉ，ＭａｏＸｕｅ，２０１４，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Ｘｉｊｉａｄｉａｎｆｌｕｖｉｏ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ｅｄ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ｌｙ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ｏｃｅｎｅｐｅｒｉｏ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１９

（１０）：７４４２—７４５７．

３８）ＪｉａｎｇＺａｉｓｅｎ，ＷａｎｇＭｉｎ，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ＷｕＹａｎｑｉａｎｇ，ＣｈｅＳｈｉ，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

ｋａｎｇ，Ｂü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ＹａｎｇＹｏｎｇｌｉｎ，ＬｉａｏＨｕａ，ＬｉＱｉａｎｇ，２０１４，ＧＰ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３ＭＷ６６Ｌｕ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Ｖｏｌ．４１：４０７—

４１３．

３９）雷启云，柴炽章，郑文俊，杜鹏，谢晓峰，王银，崔瑾，孟广魁，２０１４，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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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的黄河断裂北段活动性和滑动速率，地震地质，３６（２）：４６４—４７７．

４０）雷生学，冉勇康，王虎，陈立春，李西，吴富，韩非，刘成龙，２０１４，关于

芦山 ７０级地震在龙门一带是否存在同震地表破裂的讨论，地震地质，３６（１）：２６６—

２７４．

４１）雷兴林，李霞颖，李琦，马胜利，付碧宏，崔银祥，２０１４，沉积岩储藏系统小

断层在油气田注水诱发地震中的作用———以四川盆地为例，地震地质，３６（３）：６２５—

６４３．

４２）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２０１４，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ｎ

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７（６）：６２７—６４６．

４３）ＬｉＧｕｏｗｅｉ，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ｕ，ＤａｉＪｉａｎ，ＹｕＬ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Ｗａｎｈｕａｎ，２０１３，ＦＢＧ

ｂａｓｅｄｃｒｅｅ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ＦＲＰ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ｉｎ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ｏｌ．２０１３，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６３１２１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５／２０１３／６３１２１６．

４４）李冉，汤吉，董泽义，肖骑彬，詹艳，２０１４，云南南部地区深部电性结构特

征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４）：１１１１—１１２２．

４５）李涛，陈杰，２０１４，利用河流阶地限定活动逆断层相关褶皱晚第四纪变形机

制和速率：方法与认识，地震地质，３６（２）：４７８—４８８．

４６）李涛，陈杰，肖伟鹏，２０１４，滑脱褶皱陡坎的变形特征和运动学模型：以帕

米尔－南天山前陆地区明尧勒背斜为例，地震地质，３６（３）：６７７—６９１．

４７）梁莲姬，孙有斌，Ｂｅｅｔ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ａｎＪ．，宋友桂，２０１４，黄土中的碳酸盐矿物特

征与化学风化，第四纪研究，３４（３）：６４５—６５３．

４８）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２０１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ｄｓｏｉｌ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

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９４：９４—１０４．

４９）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ＨａｎＦｅｉ，ＳｏｎｇＷｅｉｊｕａｎ，２０１４，

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ｕａｎｇｏｕａｎｄＢａｎｓｈａｎＰａｌｅｏｌｉｔｈｉｃｓ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ｉｈｅｗａｎ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３：５８—６３．

５０）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ＧａｏＬｕ，ＨａｎＦｅｉ，Ｌｉ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２０１４，ＥＳ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ｑｕａｒｔｚ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ｓｈａｌｌｏｗ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ＭＳ８０Ｗｅｎ

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ＳＲ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ｉ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ｆａｕｌｔｓ，Ｑｕａ

ｔｅｒｎａｉｒｅ，２５（１）：６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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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刘冠中，马瑾，杨永林，苏琴，２０１４，川西地区长周期气温变化对跨断层位

移观测的影响及芦山地震前的异常断层活动，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７）：２１５０—２１６４．

５２）刘贵，周永胜，石耀霖，２０１４，先存组构对各向异性岩石流变强度的影响，

地震地质，３６（３）：９１８—９２８．

５３）刘力强，２０１４，弹性回跳模型：从经典走向未来，地震地质，３６（３）：８２５—

８３２．

５４）刘培洵，陈顺云，郭彦双，李普春，２０１４，声发射矩张量反演，地球物理学

报，５７（３）：８５８—８６６．

５５）刘清臣，张舞燕，孟秀军，２０１４，一种干旱半干旱地区决策树分类方法，测

绘与空间地理信息，３７（７）：６２—６５．

５６）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ＨｉｌｓｔｖａｎｄｅｒＲ．Ｄ．，ＬｉＹｕ，ＹａｏＨｕａ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ＧｕｏＢｉａｏ，

ＱｉＳｈａｏｈｕａ，Ｈｕ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４，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ｙ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ｌｏｗ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ｆａｕｌｔｓ，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７（５）：３６１—３６５．

５７）刘绍卓，沈正康，２０１４，震后形变和岩石圈流变学结构，地震学报，３６（２）：

３１８—３３６．

５８）刘峡，孙东颖，马瑾，吕健，李爱荣，梁福逊，占伟，２０１４，ＧＰＳ结果揭示的

龙门山断裂带现今形变与受力———与川滇地区其他断裂带的对比研究，地球物理学

报，５７（４）：１０９１—１１００．

５９）刘旭宙，张元生，李顺成，２０１４，流动地震观测台阵数据快速整合研究，地

震学报，３６（４）：７３０—７３７．

６０）ＬｉｕＹｕａｎｚｈｅｎｇ，ＭａＪｉｎ，ＪｉａｎｇＴｏｎｇ，２０１４，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ｇ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Ｚｉｐｉｎｇｐ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５（３）：７７７—７８４．

６１）刘远征，马瑾，马文涛，２０１４，探讨紫坪铺水库在汶川地震发生中的作用，

地学前缘，２１（１）：１５０—１６０．

６２）刘云华，汪驰升，单新建，张桂芳，屈春燕，２０１４，芦山 ＭＳ７０地震 ＩｎＳＡＲ

形变观测及震源参数反演，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８）：２４９５—２５０６．

６３）ＬｕＺｈｅｎ，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２０１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ｉｏｔｉｔｅｆａｕｌｔ

ｇｏｕｇｅｕｎ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６２２（２０１４）：６２—８０．

６４）路珍，何昌荣，２０１４，热水条件下黑云母断层泥的摩擦强度与稳定性，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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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报，５７（４）：１１２３—１１３２．

６５）罗三明，单新建，朱文武，杜凯夫，万文妮，梁洪宝，刘志广，２０１４，多轨

ＰＳＩｎＳＡＲ监测华北平原地表垂直形变场，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１０）：３１２９—３１３９．

６６）马超，屈春燕，孟秀军，２０１４，南水北调总干渠中线工程豫北段基础稳定性

的 ＩｎＳＡＲ时序分析，地震地质，３６（３）：７４９—７６２．

６７）马瑾，郭彦双，２０１４，失稳前断层加速协同化的实验室证据和地震实例，地

震地质，３６（３）：５４７—５６１．

６８）ＭａＪｉ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ＳｈｅｒｍａｎＳ．Ｉ．，２０１４，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ｍａｌｏｎｇａ

ｆａｕｌｔ：Ａ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ｆｏｒａｎｉｍｐｅｎｄｉｎｇｍａｊ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ｅｃｔｏｎｏ

ｐｈｙｓｉｃｓ，５（２）：３８７—３９９．

６９）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ＹａｏＬｕ，Ｔｏｇｏ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ＫｉｔａｊｉｍａＨｉｒｏｋｏ，

２０１４，Ａｒｏｔａｒｙｓｈｅａｒｌｏｗｔｏ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ｏｓｔｕｄｙｒｏｃｋ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ｔｐｌａｔｅｔ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７（５）：４６９—４９７．

７０）马胜利，姚路，
!

本利彦，东乡彻宏，侯林锋，王羽，２０１４，岩石高速摩擦实

验的进展，地震地质，３６（３）：８１４—８２４．

７１）马严，武颖，庞建章，张会平，俞晶星，郑德文，２０１４，宇宙成因 ２１Ｎｅ暴露

测年方法的初步建立及检验，科学通报，５９（２７）：２７０７—２７１３．

７２）孟秀军，屈春燕，单新建，马超，徐小波，２０１４，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在西秦岭北

缘断裂带地壳微小形变监测中的应用，地震地质，３６（１）：１６７—１７６．

７３）ＯｂｅｒｍａｎｎＡ．，ＦｒｏｍｅｎｔＢ．，ＣａｍｐｉｌｌｏＭ．，ＬａｒｏｓｅＥ．，ＰｌａｎｅｓＴ．，ＶａｌｅｔｔｅＢ．，Ｃｈｅｎ

Ｊ．Ｈ．，ＬｉｕＱ．Ｙ．，２０１４，Ｓｅｉｓｍｉｃｎｏｉｓ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ｉｍ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Ｗ７９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１９（４）：３１５５—３１６８．

７４）ＯｋａｚａｋｉＫ．，ＮｏｄａＨ．，ＵｅｈａｒａＳ．，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２０１４，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ｐｏｒ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ｏｇｅ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ｏｃｋ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６２：１—１２．

７５）ＯｏｈａｓｈｉＫｉｙｏｋａｚｕ，ＨａｎＲａｅｈｅｅ，ＨｉｒｏｓｅＴａｋｅ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Ｏｍｕｒａ

Ｋｅｎｔａｒｏ，ＭａｔｓｕｄａＴａｔｓｕｏ，２０１４，Ｃａｒｂ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ｄｕｒ

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Ｇｅｏｌｏｇｙ，４２（９）：７８７—７９０．

７６）屈春燕，单新建，张国宏，徐小波，宋小刚，张桂芳，刘云华，２０１４，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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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ＡＲ断层活动性观测研究进展及若干问题探讨，地震地质，３６（３）：７３１—７４８．

７７）冉永康，王虎，杨会丽，徐良鑫，２０１４，中国大陆古地震研究的关键技术与

案例解析 （４）———古地震定年技术的样品采集和事件年代分析，地震地质，３６（４）：

９３９—９５５．

７８）ＲｅｅＪｉｎｈａｎ，ＡｎｄｏＪｕｎｉｃｈｉ，ＨａｎＲａｅｈｅｅ，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２０１４，Ｃｏｓｅｉｓ

ｍｉｃ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ｉｎＣａｒｒａｒａｍａｒｂ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

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６６：７５—８３．

７９）任凤文，何昌荣，２０１４，热水条件下花岗质糜棱岩的摩擦滑动实验研究，地

球物理学报，５７（３）：８７７—８８３．

８０）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２０１４，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Ａｎｎｉｎｇｈｅ

Ｆａｕｌｔ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

８５：５３—６５．

８１）任治坤，张竹琪，陈涛，王伟涛，２０１４，侧向侵蚀相关的走滑断裂滑动速率

计算新方法，地震地质，３６（４）：１０２０—１０２８．

８２）任治坤，陈涛，张会平，郑文俊，张培震，２０１４，ＬｉＤＡＲ技术在活动构造研

究中的应用，地质学报，８８（６）：１１９６—１２０７．

８３）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ＤａｉＦｕｃｈｕ，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２０１４，Ｔｏｐ

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ｉａｌＤＥＭｍｅｔｈｏｄ，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２１７：１２２—１３０．

８４）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ＤａｉＦｕｃｈ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２０１４，Ｍｏｒ

ｐｈｏｇｅｎｉｃ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ｏｒ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５（４）：６６８—６７５．

８５）ＲｙｄｅｒＩｓａｂｅｌｌｅ，ＷａｎｇＨｕａ，ＢｉｅＬｉｄｏｎｇ，ＲｉｅｔｂｒｏｃｋＡｎｄｒｅａｓ，２０１４，Ｇｅｏｄｅｔ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ｌａｔｅ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ｌｏｗｉｎＴｉｂｅ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

Ｖｏｌ．４４：１３６—１４３．

８６）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Ｍ．，ＣｈｅｎＪｉｅ，ＳｔｕｔｚＪａｍｅｙ，ＳｏｂｅｌＥｄｗａｒｄＲ．，ＴｈｉｅｄｅＲａｓ

ｍｕｓＣ．，Ｋｉｒｂｙ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ｔｒｅｃｋｅｒＭａｎｆｒｅｄＲ．，２０１４，Ｇｌａｃｉ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ｍｉ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Ｇｅｏ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２２１：１—１７．

８７）单新建，屈春燕，郭利民，张国宏，宋小刚，张桂芳，温少妍，汪驰升，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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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刘云华，２０１４，基于 ＩｎＳＡＲ与 ＧＰＳ观测的汶川同震垂直形变场的获取，地震地

质，３６（３）：７１８—７３０．

８８）ＳｈｅｎＧｕａｎｊｕｎ，ＴｕＨｕａ，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ｆａｎｇ，ＱｉｕＬｉｃｈｅｎｇ，ＦｅｎｇＹｕｅｘｉｎｇ，Ｚｈａｏ

Ｊｉａｎｘｉｎ，２０１４，ＡｇｅｏｆＭａｂａｈｏｍｉｎｉｎｓｉｔｅ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Ｕ－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

ｉｎｇ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ｒａｎｃｈＣａｖ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２３：５６—６２．

８９）盛传贞，甘卫军，梁诗明，陈为涛，肖根如，２０１４，滇西地区 ＧＰＳ时间序列

中陆地水载荷形变干扰的 ＧＲＡＣＥ分辨与剔除，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１）：４２—５２．

９０）盛传贞，甘卫军，赵春梅，孙保琪，梁诗明，陈为涛，肖根如，２０１４，不同观

测技术的 Ｊａｓｏｎ－２卫星精密定轨评估，测绘学报，４３（８）：７９６—８０２．

９１）ＳｈｅｒｍａｎＳ．Ｉ．，ＭａＪｉｎ，ＤｅｍＹａｎｏｖｉｃｈＶ．Ｍ．，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４，Ｎｅｗｄａｔａ

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ｔｈｅｒｉｆ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Ｄｏｋｌａｄｙ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４５６（２）：７７５—７７９．

９２）石峰，何宏林，袁仁茂，任治坤，韩非，常祖峰，李西，２０１４，２０１４年景谷地

震震中附近地裂缝成因初析，震灾防御技术，９（４）：７８２—７８９．

９３）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ＮｏｄａＨｉｒｏｙｕｋｉ，２０１４，Ａ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ｌｏｗ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ｌａｗ

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２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９

（１１）：８０８９—８１０６．

９４）宋娟，周永胜，杨伟红，２０１４，丽江 ＭＳ７０地震余震深度揭示出的中地壳脆

塑性转化特征，地震地质，３６（１）：１８６—１９５．

９５）ＳｕｎＬｕ，ＷａｎｇＹｕａｎ，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ＺｕｏＴｉａｎｗｅｎ，ＧｅＪｕｎｙｉ，ＺｈｕＭｉｎ，ＪｉｎＣｈａｎｇ

ｚｈｕ，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ＺｈｕＲｉｘｉａｎｇ，２０１４，Ｍａｇｎｅｔ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Ｇｉｇａｎｔ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ｆａｕｎａｓｉｎＣｈｏｎｇｚｕｏ，Ｇｕａｎｇｘｉ，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３５４：１５—２３．

９６）宋为娟，孔然，周立，郑祥民，２０１４，上海市大气降水中 ２１０Ｐｂ、７Ｂｅ的变化

特征，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２７（２）：１—４．

９７）苏利娜，丁晓光，张彦芬，张永奇，２０１４，陕西连续 ＧＰＳ基准站坐标时间序

列分析，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４（５）：１０６—１１３．

９８）唐攀攀，单新建，王长林，２０１４，基于 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的长白山天池火山形变

监测，地震地质，３６（１）：１７７—１８５．

９９）陶玮，ＭａｓｔｅｒｌａｒｋＴｉｍｏｔｈｙ，沈正康，ＲｏｎｃｈｉｎＥｒｉｋａ，张永，２０１４，紫坪铺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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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孔隙弹性耦合变化及其对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触发作用，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１０）：

３３１８—３３３１．

１００）Ｔｏｇｏ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ＤｏｎｇＪｉａＪｙｕｎ，ＬｅｅＣｈｙｉＴｙｉ，Ｙａｎｇ

Ｃｈｅｍｉｎｇ，２０１４，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ｕｎａｗａ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Ｔｓａｏｌｉｎｇ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ｉｎ

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１９９９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Ｃｈ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１（６）：１９０７—１９１５．

１０１）ＷａｎｇＤｕｏｊｕｎ，ＹｕＹｉｎｇｊｉｅ，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４，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

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ｉｎａｌｋａｌｉ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ａｔ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３４

（３）：２９７—３０８．

１０２）ＷａｎｇＨｕａ，ＥｌｌｉｏｔｔＪｏｈｎＲ．，ＣｒａｉｇＴｉｍｏｔｈｙＪ．，ＷｒｉｇｈｔＴｉｍＪ．，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

ＨｏｏｐｅｒＡｎｄｒｅｗ，２０１４，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ｕｍｑｕＸａｉｎｚａＲｉｆ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

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ｂｏｄｙｗａｖ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５

（７）：２９４７—２９６３．

１０３）Ｗ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ｎ，ＣｕｒｒｉｅＣｌａｉｒｅＡ．，ＺｈａｎＹａｎ，２０１４，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Ｒａｙ

ｌｅｉｇｈＴａｙｌｏｒ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８８（３）：１００４—１０１６．

１０４）王立凤，赵国泽，詹艳，陈小斌，肖骑彬，赵凌强，王继军，乔亮，韩冰，

２０１４，龙门山断裂带西南端地壳电性结构，地震地质，３６（２）：３０２—３１１．

１０５）王敏，沈正康，２０１４，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临震前震中附近是否存在显著的

地壳垂直运动？，地震地质，３６（４）：９５６—９６３．

１０６）王鹏，刘静，２０１４，断层横向构造在逆冲型地震破裂中的作用———以汶川

地震小鱼洞断层为例，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１０）：３２９６—３３０７．

１０７）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ＳｃｈｅｒｌｅｒＤｉｒｋ，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ＭｅｙＪüｒｇｅｎ，ＡｖｏｕａｃＪｅａ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ＺｈａｎｇＹｕｎｄａ，ＳｈｉＤｉｎｇｇｕｏ，２０１４，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ＹａｒｌｕｎｇＴｓａｎｇｐｏＧｏｒｇｅ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ｂｙａｂｕｒｉｅｄｃａｎｙ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４６（６２１２）：９７８—９８１．

１０８）王伟锋，卿艳彬，朱传华，单新建，２０１４，横断层作用下汶川地震与芦山地

震发震机制新探，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３６（３）：１０２—１１２．

１０９）ＷａｎｇＷｅｉｆｅｎｇ，Ｚｈ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ＱｉｎｇＹａｎｂｉ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１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Ｃｈｉｎａ，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ｕｍｅｓ１０１０－１０１２：１３８０—１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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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王伟涛，张培震，郑德文，庞建章，２０１４，青藏高原东北缘海原断裂带晚新

生代构造变形，地学前缘，２１（４）：２６６—２７４．

１１１）王学滨，顾路，马冰，吕家庆，２０１４，两类雁列构造雁列区贯通过程中位移

反向现象模拟，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４（２）：４５—５０．

１１２）王学滨，马冰，吕家庆，２０１４，实验室尺度典型断层系统破坏、前兆及粘滑

过程数值模拟，地震地质，３６（３）：８４５—８６１．

１１３）王学滨，马冰，吕家庆，顾路，２０１４，Ｚ字形断层系统剪切应变陡降时空分

布的数值模拟，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４（１）：６３—６７，７１．

１１４）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ＷａｎｇＦａｎ，ＷａｎｇＭ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Ｙｏｎｇｇｅ，２０１４，

Ｃｏｕｌｏｍｂｓｔｒｅｓｓ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ｄｅ

ｌａｙｅｄ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３ＭＷ６Ｌｕ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８５

（１）：５２—５９．

１１５）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

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２０１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ｄｅｃａｄａ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ｉ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Ｒｅ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２３，１１７—１２８．

１１６）ＷａｎｇＹ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ＹａｏＬｕ，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ｎｇＸｉ

ａｏｓｏｎｇ，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ＨｏｕＬｉｎｆｅｎｇ，Ｔｏｇｏ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２０１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ｔＳｈｅｎｘｉｇｏｕａｃｔｉｖａ

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７（５）：４９９—５２８．

１１７）魏占玉，何宏林，高伟，徐锡伟，甘卫军，卫蕾华，２０１４，基于 ＬｉＤＡＲ数据

开展活动断层填图的实验研究———以新疆独山子背斜－逆冲断裂带为例，地震地质，

３６（３）：７９４—８１３．

１１８）温扬茂，许才军，李振洪，刘洋，冯万鹏，单新建，２０１４，ＩｎＳＡＲ约束下的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同震和震后形变分析，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６）：１８１４—１８２４．

１１９）吴传勇，阿里木江，戴训也，吴国栋，陈建波，２０１４，西南天山迈丹断裂东

段晚第四纪活动的发现及构造意义，地震地质，３６（４）：９７６—９９０．

１２０）吴传勇，吴国栋，沈军，陈建波，阿里木江，常想德，２０１４，那拉提断裂晚

第四纪活动及其反映的天山内部构造变形，第四纪研究，３４（２）：２６９—２８０．

１２１）吴传勇，张竹琪，赵翠萍，吴国栋，刘建明，陈建波，胡伟华，宋和平，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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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２０１４，２０１４年新疆于田 ＭＳ７３地震：巴颜喀喇地块侧向挤出的构造响应，地球物

理学报，５９（１０）：３２２６—３２３７．

１２２）吴培稚，孙建宝，徐平，邢成起，胡乐银，梁芳，黄雨蕊，施玉芳，季红，

２０１４，利用北京 ＧＮＳＳ连续站监测地壳运动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地震，３４（１）：

１４４—１５１．

１２３）吴培稚，孙建宝，徐平，邢成起，胡乐银，梁芳，黄雨蕊，施玉芳，季红，

２０１４，东日本地震在北京 ＧＮＳＳ连续观测站 Ｅ分量的反应，地震，３４（４）：１５２—１５７．

１２４）ＸｕＣｈｏｎｇ，ＸｕＸｉｗｅｉ，Ｊ．ＢｒｕｃｅＨ．Ｓｈｙｕ，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ＭｉｎＷｅｉ，２０１４，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２２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Ｍｉｎｘ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Ｃｈｉｎａ，ＭＷ５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

９２：１２５—１４２．

１２５）ＸｕＱｉａｎｇ，ＨｏｋｅＧｒｅｇｏｒｙＤ．，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ＤｉｎｇＬｉ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２０１４，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５（８）：３４１６—３４２９．

１２６）闫相相，单新建，曹晋滨，汤吉，２０１４，利用 ＤＥＭＥＴＥＲ卫星数据统计分析

全球 ＭＷ≥７０地震的电离层电子浓度异常，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２）：３６４—３７６．

１２７）闫相相，单新建，曹晋滨，汤吉，刘展，王振杰，２０１４，中国西南区域孕震

区电离层 ＴＥＣ变化长时间序列分析，地震地质，３６（１）：２５３—２６５．

１２８）ＹａｎｇＣｈｅｍｉｎｇ，ＹｕＷｅｉｌｕｎ，ＤｏｎｇＪｉａＪｙｕｎ，ＫｕｏＣｈｉｈＹｕ，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

ｈｉｋｏ，ＬｅｅＣｈｙｉＴｙｉ，Ｔｏｇｏ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ＭｉｙａｍｏｔｏＹｕｋｉ，２０１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ｒｕｎ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ｇｉａｎｔＴｓａｏｌｉｎｇ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Ｗｈａｔｃａｎｗｅ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ａｓｉｍｐｌｅｒｉｇｉｄｂｌｏｃｋ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８２，Ｐａｒｔ

Ｂ：１５８—１８１．

１２９）杨静，郑德文，陈文，张竹琪，２０１４，磷灰石４Ｈｅ／３Ｈｅ热年代学———一种低

温热年代学研究的新技术，地震地质，３６（４）：１００９—１０１９．

１３０）杨静，郑德文，邱华宁，武颖，王伟涛，许英霞，２０１４，吐哈地区表生黄钾

铁矾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定年及其对晚中新世风化前锋拓展速率的限定，科学通报，５９（３０）：

２９５６—２９６３．

１３１）杨晓东，陈杰，李涛，李文巧，刘浪涛，杨会丽，２０１４，塔里木西缘明尧勒

背斜的弯滑褶皱作用与活动弯滑断层陡坎，地震地质，３６（１）：１４—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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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杨晓松，陈建业，段庆宝，杨，陈进宇，２０１４，地震断层带流体作用的岩

石化学－物理响应———来自矿物学、岩石学化学、岩石物理学启示，地震地质，３６

（３）：８６２—８８１．

１３３）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ＹａｎｇＹｕ，ＣｈｅｎＪｉｎｙｕ，２０１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

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６１９—６２０：１３３—１４２．

１３４）杨，陈进宇，杨晓松，２０１４，汶川地震破裂带断层岩纵波速度与孔隙度

关系的实验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６）：１８８３—１８９０．

１３５）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ＹａｎｇＸｕｅ，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ｇａｎｇ，２０１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ｃｏｍ

ｂｕｓ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ＡＭＳ１４Ｃ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ｒｏｐ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４：Ａｒｔｉｃ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６５１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ｓｒｅｐ０６５１１．

１３６）庾露，单新建，陈晓利，２０１４，基于综合指标法的芦山地震滑坡危险区等

级快速划分，地震地质，３６（４）：１１０６—１１１５．

１３７）庾露，单新建，刘云华，２０１４，地震应急现场调查协同交互框架研究与初

步应用，地震，３４（２）：１２４—１３０．

１３８）余中元，韦庆海，疏鹏，李文彬，刘双，２０１４，依兰－伊通断裂依兰段的新

活动特征及其构造演化，震灾防御技术，９（３）：３８４—３９９．

１３９）余中元，韦庆海，王丽梅，马艳丽，张立忱，欧阳兆国，２０１４，拟建哈－佳

铁路工程地震安评抗断参数研究———以依兰－伊通断裂为例，震灾防御技术，９（１）：

５３—６３．

１４０）袁杰，朱守彪，２０１４，断层阶区对震源破裂传播过程的控制作用研究，地

球物理学报，５７（５）：１５１０—１５２１．

１４１）袁杰，朱守彪，２０１４，断层自发破裂动力过程的有限单元法模拟，地球物

理学报，５７（１）：１３８—１５６．

１４２）詹艳，赵国泽，王立凤，王继军，陈小斌，赵凌强，肖骑彬，２０１４，西秦岭

与南北地震构造带交汇区深部电性结构特征，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８）：２５９４—２６０７．

１４３）张秉良，周永胜，袁仁茂，李康，２０１４，断层泥伊利石物理化学特征及其意

义，震灾防御技术，９（４）：８２９—８３７．

１４４）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ü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２０１４，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ｍｅｔｒ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ｆａｎ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ｋａＱｉｎｇｈａｉＬａｋ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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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５（１）：１０９—１１６．

１４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ＣｈａｍｐａｇｎａｃＪｅａｎＤａｎｉｅｌ，ＭｏｌｎａｒＰｅｔｅｒ，Ａｎ

ｄｅｒｓ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Ｃｒａｄｄｏｃｋ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ＬｉｕＳｈａｏｆｅｎｇ，２０１４，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ｔｈｅ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ｄｅｅｐ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ｌｏｇｙ，４２（４）：３０３—３０６．

１４６）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２０１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ｉｎｔｏ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ｂａｓｉｎ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ＴｅｒｒａＮｏｖａ，２６

（３）：２１６—２２１．

１４７）张桂芳，郭利民，单新建，屈春燕，２０１４，人工角反射器辐射特性及其像素

级精定位参数，地震地质，３６（２）：５０１—５１２．

１４８）张克亮，甘卫军，周新，２０１４，ＧＲＡＣＥ卫星重力场同震变化的经验正交函

数分解：以日本 ＭＷ９０地震为例，地震地质，３６（３）：７６３—７７４．

１４９）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ＭａＪｉｎ，２０１４，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ｅｒｓｄｅｔｅｃｔ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ｌｕｃ

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ＭＷ５７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ｌｏｎｇＳｏｕ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ｉｓｅｆｅｗｈｏｕｒ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２０１１

ＭＷ９０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５（４）：

４７１—４８１．

１５０）张雷，何昌荣，２０１４，粘土矿物的摩擦滑动特性及对断层力学性质的影响，

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９（２）：６２０—６２９．

１５１）张雷，何昌荣，２０１４，龙门山映秀－北川断裂平溪黑色断层泥中机质成分分

析及对断层摩擦滑动性质的影响，地震地质，３６（３）：８９６—９０６．

１５２）张培震，张会平，郑文俊，郑德文，王伟涛，张竹琪，２０１４，东亚大陆新生

代构造演化，地震地质，３６（３）：５７４—５８５．

１５３）张诗笛，刘力强，刘培洵，陈国强，２０１４，超高频地震信号观测，地震地

质，３６（１）：２３０—２４２．

１５４）张舞燕，刘清臣，孟秀军，２０１４，基于 ＳＡＲ相干系数图像的城市边界提取，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３７（５）：５６—５９．

１５５）钟美娇，张元生，郭晓，张璇，２０１４，卫星热红外遥感和微波遥感资料在地

震预报中的应用研究，地震工程学报，３６（４）：１０５９—１０６３．

１５６）周德敏，甘卫军，李金平，陈为涛，丁晓光，梁诗明，２０１４，龙门山断裂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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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域在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和芦山 ＭＳ７０地震前的地壳形变特征对比研究，大地测量

与地球动力学，３４（５）：１—５．

１５７）周德敏，张效亮，梁诗明，姜忠朋，２０１４，马衔山北缘断裂带及庄浪河断裂

带的地震危险性分析，地震研究，３７（１）：５３—６０．

１５８）周永胜，韩亮，靖晨，何昌荣，党嘉祥，２０１４，龙门山断层脆塑性转化带流

变结构与汶川地震孕震机制，地震地质，３６（３）：８８２—８９３．

１５９）ＺｈｕＳｏｎｇ，ＷｕＺｈｅｎｈａｎ，ＺｈａｏＸｉｔａｏ，Ｌｉ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ＸｉａｏＫｅｙａｎ，２０１４，Ａｇｅｓ

ａｎｄ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ｔｅｒｒａｃｅｆｌ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ｒｌｕｎｇＺａｎｇｂｏＲｉｖｅｒ，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Ｂｏｒｅａｓ，４３（２）：４８５—５０４．

２、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Ｙａｎ，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ｇ，ＹａｎｇＨａｏ，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Ｔｈｅｄｅｅｐｅ

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Ｗｅ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ｂｅｌｔ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ｆ７２２Ｍｉｎｘ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ＭＳ６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ＣＣＤ，

２０１４大陆动力学国际会议），Ｘｉ′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４２６—２８．

２）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ＣｈａｍｐａｇｎａｃＪ．Ｄ，ｅｔｃ，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ｔｈｅ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ｄｅｅｐ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４，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４，

４２７—５２．

３）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ｈｙｌｌｏ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ｒｉｃｈｍｙｌｏｎｉｔｅｕｎ

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４，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４，４２７—５２．

４）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ＭａＪｉ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ｏｐｙｏｆｆａｕｌ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ｍｅｔａ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ａｇ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４，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４，４２７—５２．

５）ＤｏｎｇＪ．Ｊ．，ＴｏｇｏＴ．，ＬａｉＪ．Ｒ．，ＹａｎｇＣ．Ｍ．，ＬｅｅＣ．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Ｆｒｉｃ

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ｇｏｕｇｅｓｆｒｏｍｍｏｎｏ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ｃｙｃｌｉｃｓｈｅａｒｔｅｓ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ｏｃｋｓｌｉｄｅｔｒｉｇ

ｇｅｒｅｄｂ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Ｙｏｋｏｈａｍ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４，

４２８—５２．

６）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Ｎｏｄａ，Ｈ．，Ａ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ｌｏｗ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ｌａｗ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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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ｙｃｌｅｓ，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Ｙｏｋｏｈａ

ｍ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４，４２８—５２．

７）Ｔｏｇｏ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ＭａＳ．，ＹａｏＬ．，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ｗｅｔ

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ＷＦＳＤ－１

ｄｒｉｌｌｈｏｌｅ，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Ｙｏｋｏｈａｍ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４，４２８—５２．

８）Ｔｏｇｏ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ＭａＳ．，ＹａｏＬ．，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ｄｏｌｅｒ

ｉｔｅｕｎｄｅｒｐｏｒｅｗａｔ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Ｙｏｋｏｈａｍ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４，

４２８—５２．

９）ＬｉａｎｇＦａｎｇ，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ＸｕＸｉｗｅｉ，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

ｒｏｕｎ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ｒｅａ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０１１ｆｒｏｍＬｂ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２０１４ＥＳＡＭＯＳＴＤｒａｇｏｎ３ｍｉｄ

ｔｅｒｍ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５２６—２９．

１０）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Ａ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ｏｂｌｉｑｕｅｆａｕｌｔ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ｔ．２４，２０１３

ＭＷ７７Ａｗａｒａ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Ｌａｎｄｓａｔ－８ｉｍａｇｅｒｙ，２０１４ＥＳＡＭＯＳＴ

Ｄｒａｇｏｎ３ｍｉｄｔｅｒｍ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５２６—２９．

１１）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ＪｉａｎｇＭｉｎ，ＤｅｎｇＷｅｎｚｅ，ＹａｓｕｔｏＫｕｗａｈａｒａ，Ｒｉｃｋｅｎ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

Ｆｉｎ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

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ｏｒＭＯＳＴＪＳＴＣ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ｕ

ｔｕｒ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６２—８．

１２）ＩｍａｎｉｓｈｉＫａｚｕｔｏｓｈｉ，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Ｒｅｉｋｅｎ，ＵｃｈｉｄｅＴａｋａｈｉｋｏ，ＫｕｗａｈａｒａＹａｓｕｔｏ，

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

ｄｅ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ｓｅｉｓｍ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ｏｒＭＯＳＴＪＳＴＣ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ａｌｅｏ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

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６２—８．

１３）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ＫｉｔａｊｉｍａＨｉｒｏｋｏ，ＫｕｗａｈａｒａＹａｓｕｔｏ，ＩｍａｎｉｓｈｉＫａｚｕ

ｔｏｓｈｉ，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Ｒｅｉｋｅｎ，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

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ｏｒＭＯＳＴＪＳＴＣ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

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６２—８．

１４）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ＹａｏＬｕ，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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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ｏｒＭＯＳＴ

ＪＳＴＣ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

６２—８．

１５）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Ｒｅｉｋｅｎ，ＩｍａｎｉｓｈｉＫａｚｕｔｏｓｈｉ，ＵｃｈｉｄｅＴａｋａｈｉｋｏ，ＫｕｗａｈａｒａＹａｓｕｔｏ，

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２００８

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ｏｒＭＯＳＴＪＳＴＣ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

ａｎｄｉｔｓ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６２—８．

１６）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ｒｕｐ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ｎＳＡＲ：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

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ｏｒＭＯＳＴＪＳＴＣ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６２—８．

１７）Ｔｏｇｏ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

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ｗｅｔ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ａｎｄｒｏｃｋｏｎｒｏｃｋ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ｏｒＭＯＳＴＪＳＴＣ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６２—８．

１８）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Ｔｏｇｏ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Ｋｉｔａｊｉ

ｍａＨｉｒｏｋｏ，ＷａｎｇＹｕ，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ＳｕｎＨａｏｙｕ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

ｔｉｅｓｏｆＱｉｎｇ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Ｇｕａｎｇｐｉｎｇｏｕｔｃｒｏｐ，Ｓｈ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ｏｒＭＯＳＴＪＳＴＣ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６２—８．

１９）ＺｈａｎＹａｎ，Ｄｅｅｐ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Ｑｉｎ

ｌｉｎｇ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ｚｏｎｅｗｉｔｈ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ｚｏｎ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ｏｒＭＯＳＴ

ＪＳＴＣ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

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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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２０）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

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ｕｎ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ｏｒＭＯＳＴＪＳＴＣ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６２—８．

２１）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ＬｕｏＭ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ｄａ，Ｌｉ

Ｗｅｎｑｉａｏ，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ｕｓ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ｅｎｔｅｒｓｉｎｑｕａｒｔｚｉｎｔｈｅＫｏｎｇｕｒＳｈａ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ｍｉｒ，Ｃｈｉｎａ，１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４，７７—１１．

２２）ＨａｎＦｅｉ，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Ｓｈａｏ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ｕｒａｎｉｕ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ＥＳＲ／Ｕ－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ｉｎｇ

ｏｆｆｏｓｓｉｌｔｅｅｔｈｆｒｏｍｏｐｅｎａｉｒｓｉｔｅｓ，１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

Ｄａｔｉｎｇ，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４，７７—１１．

２３）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ＨａｎＦｅｉ，Ｔｈｅ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ｑｕａｒｔｚ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

ｏｆ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ｆｌｕｖｉａｌａｎｄ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１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

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４，７７—１１．

２４）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ＰｉｅｒｒｅＶａｌｌａ，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Ｈｅｒｍａｎ，ＬｉＫｅｃｈａｎｇ，Ｕｎｒａｖｅｌ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ｕｎｎｅ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ＫｏｎｇｕｒＳｈａｎｂｙ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ＲＳＬ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

ｎｏｍｅｔｅｒｓ，１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４，７７—１１．

２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ＳＬａｇｅｓｆｒｏｍＳｈａｐｏｔｏｕ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ｏｆ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１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４，７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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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Ｙａｎｈａｏ，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ｄｅｇｌａｃｉａｌＸｉｎｍｏｃｕｎ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ｔＤｉｅｘｉ，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ｅｏｌ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ＣＡＲ８，第八届国际风沙科学大会），Ｌａｎｚｈｏｕ，Ｇａｎｓ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７２１—２５．

２７）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ＤｕａｎＱｉｎｇｂ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ｇａｓ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

ｎａ，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Ｓａｐｐｏｒｏ，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４，７２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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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Ｍａｊｉｎ，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Ｗ９０

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ＯＧＳＡＧＵ（ＷＰＧＭ）Ｊ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Ｓａｐｐｏｒｏ，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４，

７２８—８１．

２９）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ＣａｉＪｕｎｔａｏ，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ＹｅＴａ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ｓｉｔｅ，ｍｕｌｔｉ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ｅｎｓｏｒ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Ｔｉｍｅｐｅｄａｎｃｅｔｅｎｓｏｒ，２２ｎｄ

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Ｗｅｉｍａｒ，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１４，８２４—３０．

３０）Ｃ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ｉ，ＴａｎｇＪｉ，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ｄｅｅｐ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ｂｌｏｃｋ，２２ｎｄ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Ｗｅｉｍａｒ，２０１４，８２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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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Ｑｉａｏ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３Ｍｉｎｘ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ＭＳ６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Ｇａｎ

ｓｕ，Ｃｈｉｎａ，２２ｎｄ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Ｗｅｉｍａｒ，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１４，８２４—３０．

３２）ＴａｎｇＪｉ，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Ｚｈａ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Ｈａｎ

Ｂｉｎｇ，ＤｅｎｇＹａｎ，Ｔｈ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ＳＥＬ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ｏｒ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２２ｎｄ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Ｗｅｉｍａｒ，２０１４，８２４—３０．

３３）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Ｔａｎｇｊｉ，ＣａｉＪｕｎｔａｏ，ＺｈａｎＹａｎ，Ｈａｎ

ｂ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ｉ，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ＤｅｎｇＹａｎ，ＱｉａｏＬｉａ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ｔｉｍｅｏｆＬｕｓｈａｎＭＳ７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２２ｎｄ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Ｗｅｉｍａ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１４，８２４—３０．

３４）ＺｈａｎＹａｎ，Ｍａｒｔｙｎ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Ｃａｉ

Ｊｕｎｔａｏ，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ＹａｎｇＨａｏ，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ＱｉａｏＬｉａｎｇ，ＨａｎＢｉｎ，Ｃ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ｉ，

ＤｅｎｇＹａｎ，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ｅｓｏｆ

ｔｈｅＬｕｓｈａｎ（ＭＷ＝６７）ａｎｄ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Ｗ＝７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

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２２ｎｄ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Ｗｅｉｍａｒ，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１４，８２４—３０．

３５）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Ｙａｎ，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ｇ，ＹａｎｇＨａｏ，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Ｔｈｅｄｅｅｐ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Ｗｅ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ｂｅｌｔ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ｆ７２２Ｍｉｎｘ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ＭＳ６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２２ｎｄ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Ｗｅｉｍａｒ，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１４，

８２４—３０．

３６）ＨａｎＦｅｉ，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Ｓｈａｏ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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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ｏｍｉｎｉ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ｕｒａｎｉｕｍ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ｆｏｓｓｉｌｔｅｅｔｈ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ｇｕｐｏｃａｖｅ，ＸⅦ ＷｏｒｌｄＵＩＳＰＰ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Ｂｕｒｇｏｓ，Ｓｐａｉｎ，２０１４，９１—７．

３７）ＯｋａｚａｋｉＫ．，ＮｏｄａＨ．，ＵｅｈａｒａＳ．，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ｒ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ｈｅｓｉｖｅａｎｄｉｎｃｏｈｅｓｉｖ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ｏｃｋｓ，ＳＣＥＣ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ａｌｍＳｐｒｉｎｇ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９６—１０．

３８）ＨａｎＦｅｉ，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Ｓｈａｏ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ｕｒａｎｉｕｍ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ｆｏｓｓｉｌｔｅｅｔｈ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ｇｕｐｏ

ｃａｖ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Ｐａｌｅｏ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８５ｔｈＡｎｎｉ

ｖｅｒｓ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ｋｕｌｌｏｆＰｅｋｉｎｇＭａ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１０２０—

２７．

３９）ＢｕｆｅＡ．，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Ｗ．，ＣｈｅｎＪ．，ＬｉｕＬ．，ＬｉＴ．，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ｔｉｍｉｎｇａｎｄｒａｔｅｓｏｆｓｔｒａｔｈｔｅｒｒａｃ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ｕｐｌｉｆ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ｅｌａｎｄ

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４０）ＣｈｅｎＪ．，ＬｉｕＣ．，ＱｉｎＪ．，ＹａｎｇＨ．，ＬｕｏＭ．，ＨｕａｎｇＭ．，ＬｉＷ．，Ｖｅｒｙｆａｓｔｕｐｌｉｆｔ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ＫｏｎｇｕｒＳｈａｎ，ＮＥＰａｍｉｒｄｕｒｉｎｇＭａｒｉｎ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ｔａｇｅ５（ＭＩＳ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４１）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Ｙｕ，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ＱｉＳｈａｏｈｕａ，Ｔｒａｎ

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ｈｏａｎｄ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ｒｕｓｔｕｎｄｅ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

１９．

４２）ＥｌｌｉｏｔｔＡ．Ｊ．，ＯｓｋｉｎＭ．Ｅ．，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ＳｈａｏＹ．，ＬｉｕＺ．，ＤｕａｎＢ．，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ｇｒａ

ｄｉｅｎｔｓａｌｏｎｇ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ｔｒａ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ｃｏｎｆｉｒｍｍｏｄｅｌｅｄｒｕｐｔｕｒｅ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ｂｅ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

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４３）ＧｅＷ．，ＳｈｅｎＺ．，ＹｕａｎＤ．，ＷａｎｇＭ．，ＳｈａｏＹ．，ＨｅＰ．，ＺｈａｎｇＢ．，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ｕｓ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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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４年度报告　　

４４）ＨｅＣ．，Ｚｈａｎｇ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ｔｏ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ｓｌｉ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ｉｎ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ｄｉｎｇｏｆａｐｈｙｌ

ｌｏ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ｒｉｃｈｍｙｌｏｎｉｔｅ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４５）ＨｏｋｅＧ．Ｄ．，ＨｒｅｎＭ．Ｔ．，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ＷｉｓｓｉｎｋＧ．，ＧａｒｚｉｏｎｅＣ．Ｎ．，ＴｈｅＣｅｎｏｚｏ

ｉｃ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４６）ＪｉａＸ．，ＪｉｎｇＱ．，ＹａｎＢ．，ＹｕＪ．，ＧａｎＷ．，ＷａｎｇＧ．，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ａｎｄ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Ｃｈｉｎａ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ｔｈｒｅ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４７）ＬａｉＣ．Ｊ．，ＤｏｎｇＪ．Ｊ．，ＴｏｇｏＴ．，ＹａｎｇＣ．Ｍ．，ＬｅｅＣ．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ｏｎｏ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ｃｙｃｌｉｃｒｏｔａｒｙｓｈｅａｒｔｅｓ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４８）ＬｉｕＪ．，ＸｉａｏＰ．，ＨｏｋｅＧ．，ＲｅｉｎｅｒｓＰ．，ＧｌｏｔｚｂａｃｈＣ．，ＭｃＰｈｉｌｉｐｓＤ．，ＰｉｋＲ．，

ＺｅｎｇＬ．，ＸｉｅＫ．，ＹｕＪ．，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

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４９）ＬｉｕＬ．，ＢｕｆｅＡ．，ＣｈｅｎＪ．，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Ｗ．，ＬｉＴ．，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Ａ．，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ｚｉｒ

ｃｏｎＵ－Ｐｂ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ｓｔｒ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

１２１５—１９．

５０）ＬｕＱ．，ＳｕｎＪ．，ＳｈｅｎＺ．，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ｉｎｇａｒｅａｕｓｉｎｇＸ－ｂ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５１）Ｍｃ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Ｄ．，ＨｏｋｅＧ．Ｄ．，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ＢｉｅｒｍａｎＰ．Ｒ．，ＲｏｏｄＤ．Ｈ．，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１０Ｂ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ｒｉｖ

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５２）ＯｓｋｉｎＭ．Ｅ．，ＺｈａｎｇＨ．，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ＺｈａｎｇＰ．，ＲｅｉｎｅｒｓＰ．Ｗ．，ＸｉａｏＰ．，Ｇｌａ

ｃｉａｌｌｙｄｒｉｖｅ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ｌｏｗｒｅｌｉｅｆ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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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

１９．

５３）ＳｃｈｅｒｌｅｒＤ．，ＷａｎｇＰ．，ＬｉｕＪ．，ＭｅｙＪ．，ＺｈａｎｇＹ．，ＳｈｉＤ．，Ａ２５Ｍｙｒｏｌｄｃａｎｙｏｎ

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ＹａｒｌｕｎｇＴｓａｎｇｐｏＶａｌｌｅｙ，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５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Ｎｏｄａ，Ｈ．，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ｌｏｗｌａｗ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

ｆａｕｌｔ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５５）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ＭａＳ．，ＹａｏＬ．，Ｔｏｇｏ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２５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ｔｏ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ａｔｉｍｅｔｏｓｈｉｆｔｆｒｏｍｄｒｙｔｏ

ｗｅ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５６）ＴａｏＷｅｉ，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ＴｉｍｏｔｈｙＭａｓｔｅｒｌａｒｋ，ＥｒｉｋａＲｈｏｎｃｈｉｎ，ＴｈｅＺｉｐｉｎｇｐ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ｄｕｅｔｏｐｏ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

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５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Ａ．，ＬｉＴ．，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Ｗ．，ＣｈｅｎＪ．，ＢｏｏｋｈａｇｅｎＢ．，ＢｕｆｅＡ．，Ｙａｎｇ

Ｈ．，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ｚｏｎｅ，ＮＷ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

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５８）ＷａｎｇＷｅｉ，ＧｏｄａｒｄＶｉｎｃｅｎｔ，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ＳｃｈｅｒｌｅｒＤｉｒｋ，ＸｕＣｈｏｎｇ，Ｘｕ

Ｑｉａｎｇ，ＸｉｅＫｅｊｉａ，ＢｅｌｌｉｅｒＯｌｉｖｉｅｒ，ＢｏｕｒｌｅｓＤｉｄｉｅｒ，ＡｎｓｂｅｒｑｕｅＣｌａｉｒｅ，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１０Ｂｅ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ｄｅｂｒｉ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

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５９）ＹａｎｇＸ．，ＹａｎｇＹ．，ＣｈｅｎＪ．，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ｓｍｅｃ

ｔｉｔｅ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９．

６０）ＺｈａｎｇＨ．，ＯｓｋｉｎＭ．，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ＺｈａｎｇＰ．，ＲｅｉｎｅｒｓＰ．Ｗ．ａｎｄＸｉａｏＰ．，Ｇｌａ

ｃｉａｌｌｙｄｒｉｖｅ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ｌｏｗｒｅｌｉｅｆ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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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２１５—

１９．

３、在国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张宝林，李晓利，沈晓丽，赵连锋，张丽莉，肖骑彬，王亮，李德亭，苏捷，

刘瑞麟，采用大深度电法勘探技术组合圈定云南省建水官厅铅锌银矿带西段的控矿

构造，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２０１３年度 （第 １３届）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４，１１３—１４．

２）陈杰，覃金堂，杨会丽，王昌盛，刘春茹，黄明达，李文巧，帕米尔高原公格

尔山基岩释光－ＥＳＲ低温热年代学初探，中国第十四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

讨论会，安徽合肥，２０１４，３２９—３０．

３）韩非，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邵庆丰，刘春茹，尹功明，ＥＳＲ－铀系联合化石测

年中不同铀加入模式的检验及其启示，中国第十四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

讨论会，安徽合肥，２０１４，３２９—３０．

４）刘进峰，卢演俦，武颖，李大明，陈杰，大同火山烘烤层释光测年，中国第十

四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安徽合肥，２０１４，３２９—３０．

５）覃金堂，陈杰，李涛，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Ｒ．，ＣｏｗｇｉｌｌＥ．，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Ｊ．Ｂ．，Ｃａｎｗｅｄａｔｅ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ＡＴＦ）ｖｉａＯＳＬ？

，中国第十四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安徽合肥，２０１４，３２９—３０．

６）张博
"

，陈杰，覃金堂，杨会丽，袁兆德，王昌盛，李文巧，帕米尔高原瓦恰

盆地黄土沉积的释光特征与测年，中国第十四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

会，安徽合肥，２０１４，３２９—３０．

７）陈杰，李涛，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ＳｏｂｅｌＥ．，ＴｈｉｅｄｅＲ．，帕米尔－天山碰撞带现今构造

格局形成时间的初探，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

４１７—２０．

８）党嘉祥，周永胜，何昌荣，５１２汶川地震同震破裂带断层泥矿物转化及其弱

化作用———地球化学和微观结构证据，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

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９）何昌荣，罗丽，斜长石／辉石模拟断层泥的速度弱化行为与基性下地壳的力

学性质，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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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汲云涛，刘力强，似三联点变形规律的物理模拟：以鲜水河－龙门山－安宁

河地区为例，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１１）雷启云，柴炽章，杜鹏，俞晶星，谢晓峰，王银，１７３９年平罗 ８级地震的发

震构造再讨论，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

２０．

１２）李涛，陈杰，肖伟鹏，杨晓东，滑脱褶皱陡坎的变形特征和运动学模型：来

自南天山明尧勒背斜的研究，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

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１３）李占飞，刘静，邵延秀，陈涛，任治坤，基于激光雷达扫描 （ＬｉＤＡＲ）的海

原断裂哈斯山段断错地貌精细填图，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

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１４）刘冠中，马瑾，芦山地震前后鲜水河断裂带的活动特征及运动学含义，第七

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１５）刘建辉，张培震，郑德文，万景林，王伟涛，杜鹏，雷启云，贺兰山晚新生代

快速剥露冷却的起始时间、空间分布及其隆升模式，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

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１６）刘静，ＧｒｅｇＨｏｋｅ，ＧｒｅｇＷｉｓｓｉｎｋ，唐茂云，ＣａｒｍａｒｌａＧａｒｚｉｏｎｅ，许强，王伟涛，

青藏高原东南缘古近纪达现今海拔高度的稳定同位素证据，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

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１７）刘浪涛，陈杰，ＢｕｆｅＡ．，李涛，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帕米尔－天山新生代碰撞带前陆

盆地碎屑锆石 Ｕ－Ｐｂ测年的初步研究，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

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１８）刘力强，弹性回跳模型———从经典走向未来，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

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１９）刘峡，马瑾，吕健，梁福逊，占伟，李爱荣，孙东颖，川滇地区断层运动数值

模拟与汶川、芦山地震成因分析，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

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２０）路珍，何昌荣，热水条件下黑云母断层泥的摩擦滑动实验研究，第七届构造

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２１）马瑾，郭彦双，失稳前断层加速协同化的实验室证据和地震实例，第七届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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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２２）任治坤，张竹琪，戴福初，尹金辉，张会平，２００８年ＭＷ７９汶川地震对龙门

山地区地貌的影响，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

４１７—２０．

２３）邵延秀，刘静，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Ｏｓｋｉｎ，ＡｕｓｔｉｎＪ．Ｅｌｌｉｏｔｔ，任治坤，阿尔金断裂阿克

塞构造双弯古地震研究，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

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２４）宋春燕，马瑾，基于地震活动时空演化和地震应变能特征预测断层失

稳———以新疆南天山西段为例，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

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２５）唐茂云，刘静，ＧｒｅｇＨｏｋｅ，许强，王伟涛，青藏高原东南缘囊谦－贡觉盆地

古近纪古高度重建，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

４１７—２０．

２６）杨晓松，陈建业，段庆宝，杨，陈进宇，地震断层带流体作用的岩石化

学－物理响应———来自矿物学、岩石学化学、岩石物理学启示，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

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２７）余中元，韦庆海，大安－德都断裂现今构造变形对松辽盆地内部地震活动的

约束，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２８）俞晶星，郑文俊，雷启云，邵延秀，葛伟鹏，雅布赖山前断裂晚第四纪滑动

速率及古地震，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

２０．

２９）袁兆德，刘静，王伟，邵延秀，钟宁，李占飞，阿尔金断裂索尔库里段古地

震记录，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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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ｅｒＷ．，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Ｇｌａｃｉａｌｌｙｄｒｉｖｅ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ｌｏｗｒｅｌｉｅｆ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３１）张雷，何昌荣，富层状硅酸盐摩擦特性实验研究以及对地震的启示，第七届

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３２）张培震，郑文俊，王伟涛，张会平，郑德文，青藏高原东缘川西地区的现今

构造变形、应变分配与深部动力过程，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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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３３）郑文俊，袁道阳，何文贵，闵伟，任治坤，刘兴旺，王爱国，许冲，葛伟鹏，

李峰，甘肃东南地区构造活动与 ２０１３年甘肃岷县漳县 ＭＳ６６地震孕震机制，第七届

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３４）周永胜，张媛媛，刘贵，姚文明，Ｃａｒｒａｒａ大理岩压溶实验研究，第七届构造

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２０１４，４１７—２０．

３５）韩非，陈杰，ＧｒａｎｇｅｒＤａｒｒｙ，西域砾岩宇宙成因核素２６Ａｌ／１０Ｂｅ埋藏测年探索，

第十一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１４，８１６—１８．

３６）刘进峰，ＲｅｚａＳｏｈａｂａｔｉ，ＡｎｄｒｅｗＭｕｒｒａｙ，ＭａｙａｎｋＪａｉｎ，陈杰，卢演俦，中国帕

米尔高原冰碛砾石表层光释光测年，第十一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贵州贵阳，

２０１４，８１６—１８．

３７）任治坤，张竹琪，戴福初，尹金辉，张会平，龙门山地区地貌起伏是否已达

动态平衡，第十一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１４，８１６—１８．

３８）覃金堂，陈杰，ＶａｌｌａＰ．，ＨｅｒｍａｎＦ．，李科长，基于红外释光热年代计的新疆

公格尔山冷却速率研究，第十一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贵州贵阳，２０１４，８１６—１８．

３９）汲云涛，ＰａｔｒｉｃｋＢａｕｄ，黄庭芳，２种多孔灰岩孔隙结构的定量描述，第三届

地震岩石物理学术研讨会，上海，２０１４，８２６—２７．

４０）马瑾，地震预测与岩石力学———推进地震预测的可能突破口之一，第 １３次

全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大会，山西太原，２０１４，９１９—２２．

４１）陈建业，杨晓松，超低渗岩石渗透率－孔隙度－比储流率联测，２０１４年中国

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４２）陈九辉，赵盼盼，李顺成，郭飚，尹昕忠，李昱，刘启元，青藏高原东北缘地

壳上地幔速度结构的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研究，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４３）程远志，汤吉，陈小斌，董泽义，普洱－宁洱地震区深部电性结构及其孕震

构造初步结果，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４４）董泽义，汤吉，陈小斌，华北克拉通岩石圈地幔中的水：基于大地电磁测深

数据的约束，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４５）冯光财，许兵，单新建，李志伟，张国宏，基于高分辨率 ＳＡＲ和光学影像幅

度信息的地震形变研究：以２０１３年ＭＷ７８巴基斯坦地震为例，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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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４６）韩冰，汤吉，赵国泽，王立凤，程远志，小波变换及其在电磁异常信号提取

中的应用，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４７）何昌荣，兰彩云，多矿物集合体中速率与状态摩擦本构参数的平均问题，

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４８）汲云涛，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ａｌｌ，ＰａｔｒｉｃｋＢａｕｄ，黄庭芳，Ｍａｊｅｌｌａ灰岩微观孔隙结构和应

变局部化的定量描述，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４９）姜峰，陈小斌，詹艳，赵国泽，杨浩，赵凌强，乔亮，王立凤，地震－电磁的

滑动相关分析———以岷县地震为例，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５０）江敏，陈九辉，ＹａｓｕｔｏＫｕｗａｈａｒａ，Ｒｉｃｋｅｎ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龙门山断裂带中段应力

场时空变化，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５１）姜宇，宋小刚，单新建，基于 ＩｎＳＡＲ和 ＧＰＳ的海原断裂东段速度场和应变

率场的计算，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５２）李新男，李传友，张培震，王旭光，香山－天景山断裂带西段晚第四纪滑动

速率初步研究，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５３）李彦川，单新建，王振杰，基于块体模型的海原断裂带现今活动速率研究，

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５４）李贞，郭飚，刘启元，陈九辉，李顺成，青藏东缘地区 Ｐ波多尺度衰减层析

成像，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５５）李志刚，贾东，刘静，龙门山褶皱冲断带南段山前隐伏断层地震危险性，

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５６）刘贵，石耀霖，周永胜，组构对糜棱岩流变影响的实验研究，２０１４年中国地

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５７）刘静，ＧｒｅｇＨｏｋｅ，ＧｒｅｇＷｉｓｓｉｎｋ，唐茂云，ＣａｒｍａｒｌａＧａｒｚｉｏｎｅ，许强，王伟涛，

青藏高原东南缘古近纪达现今海拔高度的稳定同位素证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

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５８）刘启元，陈九辉，李昱，郭飚，赵盼盼，李顺成，齐少华，川西大规模密集流

动台阵的地震噪声研究，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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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刘迁迁，魏东平，陈顺云，刘培洵，刘力强，鲜水河断裂带南东段大地热流

通量特征，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６０）路珍，何昌荣，弱结构面对断层泥摩擦滑动行为的影响，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

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６１）马超，田淑静，谢少少，孟秀军，屈春燕，南水北调总干渠中线工程豫北段

基础稳定性的 ＩｎＳＡＲ时序分析，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

１０２０—２３．

６２）屈春燕，单新建，张国宏等，ＩｎＳＡＲ地震形变场与断层运动性质、走向及升

降轨模式的关系研究，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６３）任治坤，张竹琪，陈涛，闫首良，张培震，尹金辉，郑文俊，张会平，李传

友，断裂带上位错丛集及其古地震意义———以海原断裂为例，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

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６４）任治坤，张竹琪，戴福初，尹金辉，张会平，龙门山地区中部现今地貌起伏

状态探讨，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６５）邵延秀，刘静，ＹａｎｎＫｌｉｎｇｅｒ，谢克家，袁道阳，雷中生，古地震序列震级差

异性研究：海原断裂干盐池揭示非特征性古地震事件序列，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

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６６）司洁戈，郝重涛，姚陈，三维复杂界面炮集Ｐ波反射时距分析，２０１４年中国

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６７）宋小刚，单新建，ＰａｒｓｏｎｓＢａｒｒｙ，ＷａｌｔｅｒｓＲ．Ｊ．，基于大气改正的 ＩｎＳＡＲ速率

场的海原断裂东段现今滑动速率估计，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６８）田淑静，谢少少，马超，屈春燕，采矿直接影响区、间接影响区、非影响区

ＮＤＶＩ对比研究，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６９）王家庆，张国宏，单新建，基于多视角与多波段ＩｎＳＡＲ数据间接解算改则地

震三维同震形变，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７０）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ＳｃｈｅｒｌｅｒＤｉｒｋ，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ＭｅｙＪüｒｇｅｎ，ＡｖｏｕａｃＪｅａ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ＺｈａｎｇＹｕｎｄａ，ＳｈｉＤｉｎｇｇｕｏ，Ａ３Ｍｙｒｏｌｄｃａｎｙｏｎ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ＹａｒｌｕｎｇＴｓａｎｇｐｏＶａｌｌｅｙ，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７１）王伟，刘静，ＧｏｄａｒｄＶｉｎｃｅｎｔ，许冲，许强，谢克家，ＤｉｒｋＳｃｈｅｒｌｅｒ，１０Ｂｅ宇成核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４年度报告　　

素示踪汶川地震滑坡物质的河流搬运过程及其对龙门山地形演化的意义，２０１４年中

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７２）王伟涛，张培震，郑德文，郑文俊，张会平，青藏高原东北缘祁连山隆升过

程，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７３）徐小波，单新建，屈春燕等，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柴达木盆地地震群ＩｎＳＡＲ分析及

同震形变场反演，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７４）詹艳，陈小斌，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ｒｔｙｎＪ．，赵国泽，赵凌强，蔡军涛，肖骑彬，杨

皓，王立凤，乔亮，韩冰，程远志，邓琰，青藏高原东缘４２０芦山７０级和５１２汶川

７９级地震深部孕震环境大地电磁研究，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７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ＣｈａｍｐａｇｎａｃＪｅａｎＤａｎｉｅｌ，ＭｏｌｎａｒＰｅｔｅｒ，Ａｎ

ｄｅｒｓ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Ｃｒａｄｄｏｃｋ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ＬｉｕＳｈａｏｆｅｎｇ，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ｔｈｅ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ｄｅｅｐ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７６）张雷，何昌荣，热水条件下龙门山断裂带糜棱岩摩擦滑动特性，２０１４年中

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７７）张金玉，尹安，刘文灿，丁林，刘静，东喜马拉雅地区雅鲁藏布江全新世短

期改道事件：探讨构造和气候变化的作用，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

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７８）张迎峰，张国宏，单新建，大柴旦地震正演分析，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

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７９）赵国泽，韩冰，汪晓，王立凤，肖骑彬，蔡军涛，詹艳，陈小斌，汤吉，王继

军，地震预测研究中交变电磁场法的新进展，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８０）赵盼盼，陈九辉，刘启元，李昱，李顺成，郭飚，齐少华，青藏高原东北缘地

壳 Ｓ波速度结构的环境噪声成像，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

１０２０—２３．

８１）郑文俊，张培震，俞晶星，郑德文，王伟涛，张会平，张竹琪，阿拉善地块南

缘的构造活动与青藏高原向北东扩展，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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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周永胜，张媛媛，张豫宏，姚文明，刘贵，何昌荣，党嘉祥，Ｃａｒｒａｒａ大理岩

脆塑性转化与变形机制实验研究，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４，

１０２０—２３．

８３）甘卫军，基于 ＧＰＳ观测的青藏高原现今三维地壳运动速度场，第一届中国

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学术大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０２５—２６．

８４）温少妍，宽幅 ＳＡＲ地震形变监测方法及其应用，第二届成像雷达对地观测

高级学术研讨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１１９—２１．

８５）庾露，子带干涉法在地形提取中的应用，第二届成像雷达对地观测高级学

术研讨会，北京，２０１４，１１１９—２１．

４、获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

序号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号、

软件著作权号
获准国别 完成人

１ 发明专利
复杂动力学过程

双轴加载系统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０１４８４７６ 国内

刘力强，陈国强，

郭彦双，吴秀泉，

刘天昌

２ 发明专利
多应变片精确位置和

方向的自动化检测方法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０２６５４９９ 国内

马沁巍，周衡毅，

马少鹏，郭玲莉，

刘力强

３ 发明专利 动态应变场观测系统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３９０５４６９ 国内
郭玲莉，刘力强，

陈国强，刘天昌

４ 发明专利 构造活动信息遥测仪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２８２８２８１ 国内
刘力强，陈国强，

刘培洵，陈顺云

５ 发明专利
分布式并行控制声发射

全波形记录的系统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０１９３０２４ 国内

刘力强，刘培洵，

陆志梁，刘天昌

６ 软件证书
地温遥测系统

客户端软件
２０１４ＳＲ１４００２７ 国内 刘培洵

７ 软件证书
声发射连续记录大

数据浏览器软件
２０１４ＳＲ１４１００１ 国内 刘培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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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放与合作交流

１、实验室设立的开放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单位 起止时间

１
新疆天山地区地震应变能的时

空演化和断层失稳部位的判定
ＬＥＤ２０１４Ｂ０１

王海涛，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地震局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２
光学影像偏移量形变监测算法

研究：以 ２０１３年 ＭＷ７７巴基斯
坦 Ａｗａｒａｎ为例

ＬＥＤ２０１４Ｂ０２ 冯光财，中南大学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３
基于失稳判据的断层系统中危

险断层的数值计算方法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４Ｂ０３

王学滨，辽宁工程技术

大学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４
模拟断层泥摩擦滑动速度依赖

性转换与声发射活动的实验研

究

ＬＥＤ２０１４Ｂ０４ 缪阿丽，江苏省地震局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５
内蒙古锡林浩特火山群火山岩

年代学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４Ｂ０５

李霓，中国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６
迈丹断裂古地震事件光释光测

年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４Ｂ０６

陈建波，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地震局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２、新聘客座研究员介绍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男，１９７０年 ４月出生，美国俄勒冈州

立大学教授，地震地质与活动构造 Ｒ．Ｓ．Ｙｅａｔｓ首席科

学家。１９９２年毕业于美国汉密尔顿学院构造地质专业

并获学士学位；１９９４年毕业于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地质

学专业并获硕士学位；２００１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地质学专业并获博士学位。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在美国加

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工作，２０１３年至今在美国

俄勒冈州立大学任教，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受聘为德国波

茨坦大学洪堡学者，２０１４年受聘为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教授的主要研究兴趣为构造地貌及活动构造，着重于构造地质、构造

热年代学以及构造地貌学等在地震地质及其构造变形中的应用。他采用野外地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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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室内年代学及数值模拟分析，重点解析不同时间尺度断裂变形特征，不均衡地貌

的演化过程，以及构造变形、地表侵蚀与地形演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等等。其在青藏

高原东缘晚新生代构造变形及地貌演化等方面成绩斐然，先后在包括 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

ｅｎｃｅ，Ｇｅｏｌｏｇｙ在内的国际刊物发表论文 ６０多篇，总被引用＞３８００次。现任 Ｌｉｔｈｏ

ｓｐｈｅｒｅ主编，曾任 Ｇｅｏｌｏｇｙ，ＧＳ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及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期刊副主编，现为 ＩＲＩＳ前沿科学

委员会联合主席，曾任美国基金委 ＧｅｏＥａｒｔｈｓｃｏｐｅ工作组专家，ＡＧＵ构造物理学学科

委员会委员等。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获得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ＶｏｎＨｕｍｂｏｌｄｔ会士称号；２０１４年获美国地质学会

会士称号。

３、国 （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１４年 １月 １４—１６日，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胡植庆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从亚美尼亚高原到高加索山的现今地壳运动及其应变速率”

的报告。

２）２０１４年 １月 １４—１６日，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博士后苏哲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以 ＧＰＳ和 ＰＳＩｎＳＡＲ联合分析伊朗西北部 ＮｏｒｔｈＴａｂｒｉｚＦａｕｌｔ的

分段性与间震期滑移”的报告。

３）２０１４年 ２月 ２—２４日，丹麦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Ｔｈｉｅｌ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

４）２０１４年 ２月１２—２２日，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设构造地貌学短期课程，题为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Ｄｅｃｏｄ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ｃｔｉｖ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ｗｒｉｔｔｅｎｉｎ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５）２０１４年 ２月１２—２２日，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展合作研究，做了题为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的报告。

６）２０１４年 ３月 １７—４月 １２日，英国牛津大学 ＢａｒｒｙＰａｒｓｏｎｓ教授访问实验室，

并赴陕西、宁夏、河北、山西开展活动断裂考察。

７）２０１４年 ３月 １７—４月 １２日，英国牛津大学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ａｌｋｅｒ教授访问实验室，

做了题为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的报告，

并赴陕西、宁夏、河北、山西开展活动断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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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０１４年 ３月 １７日—４月 １２日，英国牛津大学博士生 ＴｉｍＭｉｄｄｅｔｏｎ访问实验

室，并赴陕西、宁夏、河北、山西开展活动断裂考察。

９）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１４日，英国牛津大学 ＰｈｉｌｉｐＥｎｇｌａｎｄ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

交流，做了题为 “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ｓｄｒｉｖ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ｅｃｅ，ＴｕｒｋｅｙａｎｄＩｔａｌｙ

Ｇｒｅｅｃｅ，ＴｕｒｋｅｙａｎｄＩｔａｌｙ”的报告。

１０）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２０—２３日，台湾大学陈于高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１１）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２１—２４日，香港中文大学黄庭芳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

１２）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２５—２９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ＥｖａＧｏｌｏｓ博士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

１３）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２５—２９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ＲｏｂｅｒｔＤ．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教授访问

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Ｄｅｅｐｅａｒｔｈ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ｔｅｒ

ｆａｃ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ｔｏｔｈｅｃｏｒｅ”的报告。

１４）２０１４年５月３１日—６月８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ＣｈｒｉｓＳｐｉｅｒｓ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

１５）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８—１３日，德国地学研究中心汪荣江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开设

了研究生课程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Ｃｏａｎｄ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ｏｏｌｓ”。

１６）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２７日，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ＭａｒｔｙｎＵｎｓｗｏｒｔｈ教授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Ｉｎｆｌａｔｉｎｇ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ｌａｒｇｅｓｔｍａｇｍａｂｏｄｙ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ＢｏｌｉｖｉａｎＡｎｄｅｓ”的报告。

１７）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１日—８月 ３０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生 ＪａｍｅｓＢａｒｒｅｔｔ

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访问实验室，开展实验室合作研究及野外科考，做了题为 “Ｒ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ｔｔｈｅ６ｋａ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ｍｏｔｉｏｎ”的报告。

１８）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８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尹安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做了题为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ｇａｐ，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ｉｓｋｏｆｔｈｅ

ｄｅｎｓｅｌ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ｉｎ”的报告。

１９）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２３—２９日，香港中文大学杨宏峰博士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做了题为 “非均匀断层上的破裂传播”的报告。

２０）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５—６日，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 ＺｅｅｖＲｅｃｈｅｓ教授访问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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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４Ｍ２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ｔｏ

ｒｉｕｓｆａｕｌｔ，ＴａｕＴｏｎａｍｉｎｅ，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的报告。

２１）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１５日—９月 １７日，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院研究生 Ｒｅｍｉｍａ

ｔｒａｕ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并赴海原断裂开展野外考察。

２２）２０１４年 ８月１５日—９月１７日，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院 ＹａｎｎＫｌｉｎｇｅｒ教授

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并赴海原断裂开展野外考察。

２３）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２１—２４日，韩国光州技术科学院 ＫｙｕｎｇＲｙｕｌＫｉｍ教授访问实

验室，与实验室人员讨论 ＩｎＳＡＲ关键技术。

２４）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２４日—１１月 １５日，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新构造研究中心主任

ＳｔｅｖｅｎＧ．Ｗｅｓｎｏｕｓｋｙ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短期合作研究，赴四川、宁夏和甘肃等地

区开展活动断裂野外考察，并开设研究生短期课程。

２５）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２５日—９月 １０日，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孟晓峰博士访问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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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ｉｑｕｅ”的报告。

２６）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９日—１０月１２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ＥｒｉｃＣｏｗｇｉｌｌ副教

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并赴海原、祁连山、党河南山和阿尔金断裂开展野外

联合考察。

２７）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１９日—１０月 １２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ＭｉｃｈａｅｌＯｓｋｉｎ副

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并赴海原、祁连山、党河南山和阿尔金断裂开展野

外联合考察。

２８）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１９日—１０月 １２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生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Ｐｒｕｓｈ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并赴海原、祁连山、党河南山和阿尔金断裂开展

野外联合考察。

２９）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１９日—１０月 １２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生王怡然访

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并赴海原、祁连山、党河南山和阿尔金断裂开展野外联合

考察。

３０）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２２日—１０月 １２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生 ＪｏｈｎＭｃ

Ｄｅｒｍｏｔｔ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并赴海原、祁连山、党河南山和阿尔金断裂开展

野外联合考察。

３１）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１１—２５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ＪｅｒｏｍｅｖａｎｄｅｒＷｏｅｒｄ教授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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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做了题为 “Ｄ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ｌ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ｕｓｉｎｇ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

ｎｕｃｌｉｄ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的报告，并赴阿尔金断裂开展地质考察。

３２）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１５日，台湾中央大学陈建志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并商讨合作事宜。

３３）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１５日，台湾中央大学博士生陈宏嘉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并商讨合作事宜。

３４）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１５日，台湾海洋大学姜智文博士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并商讨合作事宜。

３５）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２４日，香港理工大学胡俊教授访问实验室，参加 “地壳形变

观测与应用学术研讨会”，做了题为 “ＩｎＳＡＲ三维形变在地震及断层活动监测中的重

要性和应用”的报告。

３６）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２４日，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胡植庆教授访问实验室，参加

“地壳形变观测与应用学术研讨会”，做了题为 “台北地区复合地质灾害之监测”的

报告。

３７）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７—１２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ＰａｔｒｉｃｋＢａｕｄ教授访问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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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ｕｓ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的报告。

３８）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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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ｆｒｏｍＯＬＲｄａｔａｕｓｉｎｇ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的报告。

３９）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２日，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王克林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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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新构造研究中心主任 ＳｔｅｖｅｎＧ．Ｗｅｓｎｏｕｓｋｙ教授

访问实验室并开设短期课程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开设短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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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胡植庆教授和苏哲博士访问实验室

德国地学研究中心 （ＧＦＺ）汪荣江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开设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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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光州技术科学院金庆烈 （ＫｙｕｎｇＲｙｕｌＫｉｍ）教授
访问实验室并开展野外地质考察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ＭｉｃｈａｅｌＯｓｋｉｎ和 ＥｒｉｃＣｏｗｇｉｌｌ教授
及其博士生访问实验室并开展野外地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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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院 （ＩＰＧＰ）ＹａｎｎＫｌｉｎｇｅｒ教授
及其研究生 Ｒｅｍｉｍａｔｒａｕ访问实验室并开展野外地质考察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 ＪｅｒｏｍｅｖａｎｄｅｒＷｏｅｒｄ教授
访问实验室并开展野外地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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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尹安教授访问实验室

４、实验室人员出国 （境）情况

１）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刘云华助理研究员作为访问学者赴

英国利兹大学访问。

２）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２６日—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２５日，刘静研究员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开

展对外交流与合作。

３）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２６日至今，郭彦双助理研究员作为访问学者赴加拿大多伦多大

学访问。

４）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２７日—５月 ２日，张会平副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欧洲地

球科学联合会会员大会 （ＥＧＵ），做了题为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ｔｈｅ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ｄｅｅｐ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的报告。

５）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２７日—５月 ２日，张雷助理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欧洲地

球科学联合会会员大会 （ＥＧＵ）。

６）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２７日—５月 ２日，博士生卓燕群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欧洲地球

科学联合会会员大会 （ＥＧＵ）。

７）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２８日—５月 ２日，博士后 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Ｔｏｇｏ赴日本横滨参加 “Ｊａｐａ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做了题为 “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ｗ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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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ＷＦＳＤ－１

ｄｒｉｌｌｈｏｌｅ”的报告。

８）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２８日—５月 ２日，博士后 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Ｔｏｇｏ赴日本横滨参加 “Ｊａｐａ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做了题为 “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ｄｏｌｅｒｉｔｅ

ｕｎｄｅｒｐｏｒｅｗａｔ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的报告。

９）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８日—５月２日，特聘外籍研究员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日本横

滨参加 “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做了题为 “Ａ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ｌｏｗｃ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ｖｅｌａｗ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ｙｃｌｅｓ”的报告。

１０）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４—８日，张培震研究员赴瑞典参加克拉福德奖颁奖仪式，并做

了题为 “青藏高原东北缘强震危险性研究”的报告。

１１）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４—２５日，刘静研究员赴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院开展交流与

合作。

１２）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１８—２５日，单新建研究员赴韩国首尔大学就卫星监测在火山、

地震活动中的应用，特别是利用 ＩｎＳＡＲ技术监测地震断层、火山活动引起的地表微

小形变进行深入的技术交流，做了题为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

Ｃｈ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ａｎｖｏｌｃａｎｏ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ＳＩｎＳＡ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的报告，并商讨下一步合作工作

事项。

１３）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１８—２５日，屈春燕研究员赴韩国首尔大学就卫星监测在火山、

地震活动中的应用，特别是利用 ＩｎＳＡＲ技术监测地震断层、火山活动引起的地表微

小形变进行深入的技术交流，做了题为 “Ｓｌｏｗ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ｉｎ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ＰＳＩｎＳＡＲ”的报告，并商讨下一步合作工作

事项。

１４）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１８—２５日，宋小刚副研究员赴韩国首尔大学就卫星监测在火

山、地震活动中的应用，特别是利用 ＩｎＳＡＲ技术监测地震断层、火山活动引起的地表

微小形变进行深入的技术交流，做了题为 “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ｎｄｏｆｔｈｅ

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ｓ”的报告，并商讨下一步合

作工作事项。

１５）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７—１１日，陈杰研究员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 “第 １４届国际释

光和电子自旋共振测年会议 （１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

Ｄａ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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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７—１１日，韩非助理研究员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 “第 １４届国

际释光和电子自旋共振测年会议 （１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

１７）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７—１１日，刘春茹副研究员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 “第 １４届国

际释光和电子自旋共振测年会议 （１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

１８）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７—１１日，覃金堂助理研究员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 “第 １４届

国际释光和电子自旋共振测年会议 （１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

１９）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７—１１日，尹功明研究员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 “第 １４届国际

释光和电子自旋共振测年会议 （１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

Ｄａｔｉｎｇ）”。

２０）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２８日—８月 １日，张克亮助理研究员赴日本札幌参加亚洲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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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ｍｂｌｙ），做了题为 “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Ｗ９０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的报告。

２１）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２８日—８月 １日，博士生段庆宝赴日本札幌参加亚洲大洋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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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ｌｙ），做了题为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ｇａ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的报告。

２２）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２４—３０日，陈小斌研究员赴德国魏玛参加第 ２２届国际地球电

磁感应学术研讨会 （Ｔｈｅ２２ｎｄ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２３）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２４—３０日，博士生程远志赴德国魏玛参加第 ２２届国际地球电

磁感应学术研讨会 （Ｔｈｅ２２ｎｄ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２４）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２４—３０日，硕士生姜峰赴德国魏玛参加第 ２２届国际地球电磁

感应学术研讨会 （Ｔｈｅ２２ｎｄ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２５）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２４—３０日，汤吉研究员赴德国魏玛参加第 ２２届国际地球电磁

感应学术研讨会 （Ｔｈｅ２２ｎｄ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２６）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２４—３０日，詹艳研究员赴德国魏玛参加第 ２２届国际地球电磁

感应学术研讨会 （Ｔｈｅ２２ｎｄ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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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２４—３０日，赵国泽研究员赴德国魏玛参加第 ２２届国际地球电

磁感应学术研讨会 （Ｔｈｅ２２ｎｄＥ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２８）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６日至今，张桂芳助理研究员作为访问学者赴英国纽卡斯尔大

学访问。

２９）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２８日—１０月 １５日，王敏研究员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ＵＣＬＡ）开展学术交流。

３０）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７—１２日，马胜利研究员赴美国参加中美地震科技合作协调会

议。

３１）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７—１４日，单新建研究员赴德国、法国开展地震人才培养交流。

３２）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２３日—１０月 ９日，王伟涛副研究员赴牛津大学希腊实习基地

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

３３）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２４日—１０月 ９日，郑文俊研究员赴牛津大学希腊实习基地开

展对外交流与合作。

３４）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１１日—１２月 ２１日，刘彩彩副研究员赴德国波茨坦大学地球

与环境科学学院和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 （ＧＦＺ）交流访问。

３５）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７—２１日，刘力强研究员赴日本地质调查所开展震源力学场动

态演化过程实验。

３６）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７日—２０１５年 １月 ５日，博士生李世念赴日本地质调查所开

展震源力学场动态演化过程实验。

３７）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２７日至今，郭飚副研究员作为访问学者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访问。

３８）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２７日—１２月 ２１日，博士生刘浪涛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

分校开展碎屑锆石样品测试和 ３Ｄ扫描数据分析。

３９）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２１日，陈杰研究员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开展碎屑

锆石样品测试和 ３Ｄ扫描数据分析，做了题为 “Ｖｅｒｙｆａｓｔｕｐｌｉｆ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ＫｏｎｇｕｒＳｈａｎ，

ＮＥＰａｍｉｒｄｕｒｉｎｇＭａｒｉｎ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ｔａｇｅ５”的报告。

４０）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日至今，任治坤副研究员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本东京大学访问。

４１）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１５—１９日，刘静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４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做了题为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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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的报告。

４２）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１５—１９日，杨晓松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４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

４３）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１５—１９日，陶玮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４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

４４）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１５—１９日，特聘外籍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美国旧金

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２０１４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做了题为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２５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

ｔｏ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ａｔｉｍｅｔｏｓｈｉｆｔｆｒｏｍｄｒｙｔｏｗｅ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的特

邀报告。

４５）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１５—１９日，陈九辉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４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

４６）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２９日至今，张会平副研究员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

４７）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２９日至今，博士生俞晶星赴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学习访问。

刘云华助理研究员赴英国利兹大学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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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芳助理研究员 （前排左二）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访问

单新建研究员 （右二）、屈春燕研究员 （左一）

和宋小刚副研究员 （右一）访问韩国首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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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彦双助理研究员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

５、实验室承办的大型会议

１）２０１４年中英双边地球科学学术研讨会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ＮＳＦＣ）与英国自然科学理事会 （ＮＥＲＣ）于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１８—２３日在四川成都召开双边学术研讨会议。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委托，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了此次会议。

中英双方参会代表 ７０余人，中方主要来自中国地震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

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大学、成都

理工大学、同济大学、长安大学、重庆大学等单位。英方主要来自英国地质调查局、

牛津大学、杜伦大学、利兹大学、伦敦大学、埃克塞特大学、朴次茅斯大学、纽卡斯

卡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莱斯特大学、哈德斯菲尔德大学、拉夫堡大学等。

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为：１．地质灾害与应对；２．地球深部流体及效应；３．古生物

与环境协同演化。我实验室张培震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郑永飞院士、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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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茂炎教授分别为 ３个专题召集人。

２０１４年中英双边地球科学学术研讨会的顺利召开，为后期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 （ＮＳＦＣ）与英国自然科学理事会 （ＮＥＲＣ）在地球科学领域开展项目决

策、实施等方面奠定了基础。中国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国际合作局、地球科学学部

以及英国自然科学理事会官方代表及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参会人员合影

２）“龙门山北段及周边断裂古地震和地震危险性研究”学术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ｆｏｒＭＯＳＴＪＳＴＣ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２日，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 “龙门山北段及周边断裂古地震和地震

危险性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来自中日双方的 ３０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

会议。本合作研究计划的目标是通过研究断裂活动性、古地震和地表过程，以及利

用地震台阵资料研究地壳应力场变化和深部地震构造特征，通过 ＧＰＳ资料研究现代

地壳运动及其地震前后的变化特征，查明龙门山断裂带北段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危

险性，为判断和预测中国未来 １０年、２０年或一个更长时期内的地震活动趋势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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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幕式

　　３）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石力学学术讨论会

由中国地震学会构造物理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高温高压岩石

力学专业委员会组织，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的 “构造物理与高温高压岩

石力学学术研讨会”于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２５—２７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第 １５会议室

举行，会议由马胜利研究员和何昌荣研究员主持。来自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日

本地质调查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力

学研究所、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河北省地震

局、广东省地震局等单位的 ５０多名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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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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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１２日，即中国

第 ６个 “防灾减灾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地学部王多君老师带领该校二十多名研究生

来实验室参观。

实验室副主任陈杰研究员对来访的研究生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重点实验室

概况和汶川地震的最新研究进展。随后来访的同学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参观

了各个研究单元，除聆听展板讲解和实验设备介绍外，还亲手操作了部分仪器。参

观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地宣传、讲解答疑、教授实验操作，同学们兴趣浓厚，积极

提问，甚至有非常感兴趣的同学主动提出在参观活动结束后继续与工作人员互相交

流，学习相关实验知识。

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同学们对地震研究的了解，更提供了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机会，拓宽了科学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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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科研人员为参观者讲解

陈杰研究员向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师生介绍重点实验室情况

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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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重 大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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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北缘晚新生代构造变形与演化

青藏高原东北缘是青藏高原向大陆内部扩展的前缘部位，是高原正在形成的重

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强震活动最强烈的地区之一。多年来，地震动力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新构造与地貌学科组围绕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祁连山及周边地区开展了多

学科综合性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区域构造变形的图像、模式、机理及演化时空过程方

面取得了诸多新认识，主要包括：

１．以青藏高原东北缘的活动断裂带和新生代盆－山耦合体系为研究对象，通过主

要活动断裂带的滑动速率、应变分配和古地震的定量研究，获得了青藏高原东北缘

活动构造的几何图像和运动学图像。研究结果认为青藏高原东北缘主要发育三组控

制本区构造变形的活动构造带：北西西向主边界走滑断裂，全新世滑动速率均小于～

１０ｍｍ／ａ，而且总体表现为中段速率高而稳定，向两端逐渐减小的特征；ＮＮＷ向端部

调整断裂和褶皱，其走滑速率约为 １～２ｍｍ／ｙｒ；北西西向区域逆冲断裂和褶皱构造，

单条逆冲断裂的逆冲和缩短速率约为 ０５～１０ｍｍ／ｙｒ。这三组断裂和褶皱的相互作用

和转换构成了青藏高原东北缘的构造变形图像，控制着强烈地震的发生。活动构造

变形图像还揭示青藏高原东北缘是一种分布式的连续变形，边界断裂的走滑被高原

内部地壳缩短所吸收调整 （图 １），高原东北部边缘在运动转换过程中不断地隆升和

向北部扩展，青藏高原的北边界已经迁移到河西走廊以北，阿拉善地块内部新形成

的断裂系就是青藏高原向北东扩展的最新前缘。

２．利用近年发展起来的 ＧＰＳ（全球定位系统）观测资料，与活动构造研究相结

合，获得了青藏高原及东北缘的现今构造变形速度场和主要断裂的现今滑动速率，

为构造变形和强震活动习性的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研究发现，印度和欧亚板块的

相对运动为每年 ３６～４０ｍｍ左右，而横跨青藏高原的地壳缩短速率为每年 ２８～３４ｍｍ，

这表明印度和欧亚板块相对运动速率的 ７０％～９４％被青藏高原内部的构造变形所调

整吸收，其中，喜马拉雅山系吸收了青藏高原总缩短量的 ４１％～５８％，北部的阿尔

金、祁连山和柴达木盆地吸收了 １７％，高原内部吸收了 ３３％～４１％。高原周边以收缩

应变为主，表现为地壳缩短增厚；内部以扩张和剪切应变为主，表现为地壳的拉张伸

展；高原内部地壳物质的东流在高原南北部分别形成宽达数百公里的右旋和左旋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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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祁连山西端断裂几何图像及运动学特征

切带，所谓 “向东挤出”不是刚性块体的向东滑移，而是高原内部地壳物质的向东

流动和顺时针旋转。

图 ２　ＧＰＳ观测获得的青藏高原相对于稳定的欧亚板块的应变速率场

３．通过沉积学、地层学、地球化学和构造热年代学、地貌学等多种综合研究手

段，获得盆－山体系的形成、发展和消亡过程，研究各沉积盆地演化及山脉剥露隆升

历史，获取青藏高原东北缘构造变形历史和形成过程，理解高原形成和演化的动力

　⊕

ＣＭＹＫ



第三部分：重大成果　　

学机制。宁夏南部盆地是高原东北部与鄂尔多斯地块过渡区的复合型新生代盆地，

图 ３　柴达木盆地新生地层剖面锆石 ＵＰｂ年龄分布

其演化过程显示印度－欧亚板块的碰撞可能在～１０Ｍａ才首次影响到高原东北部地区。

祁连山两侧的柴达木盆地与河西走廊盆地磁性地层学研究表明祁连山南侧的柴达木

盆地与北侧的河西走廊盆地可能在渐新世－早中新世是相互连通的泛盆地，祁连山被

完全或部分覆盖于这些新生代沉积物之下。柴达木盆地与河西走廊盆地巨厚的磨拉

石建造始于～１２Ｍａ（图 ３），同时伴随着沉积速率的显著增加与古水流方向的改变。

锆石 Ｕ－Ｐｂ年龄谱物源示踪也显示 ２个盆地 １５～１２Ｍａ之后的碎屑物质主要来源于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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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这表明祁连山于 １５～１２Ｍａ在阿尔金断裂、海原断裂、祁连山北缘断裂控制下

开始快速隆升，裂解早期的统一盆地。低温热年代学包括对锆石、磷灰石的裂变径

迹和（ＵＴｈ）／Ｈｅ实验研究表明 （图 ４），青藏高原东北缘在中晚中新世 ８～１５Ｍａ发生

了区域性的构造隆升，但是在时空上还可能存在复杂的过程，祁连山北缘断裂晚中

新世之后可能不断向北 （河西走廊盆地内部及北侧）扩展，造成了榆木山、合黎山

３７Ｍａ、２０Ｍａ的快速隆升 （图 ５）。

图 ４　祁连山西段金佛寺岩体 ＵＴｈ／Ｈｅ年龄结果及隆升模式
祁连山新生代开始隆升的时间约 １０Ｍａ，隆升的速率约 ０３～０５ｍｍ／ａ

图 ５　青海湖、共和及贵德盆地相互贯通的模式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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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通过对新生代构造变形、地貌演化与气候变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定量揭示出

构造、气候和侵蚀在塑造高原特有地貌特征中各自所起的作用，特别是提出了全球

气候冰期－间冰期大幅度波动对 ２５～４０百万年间沉积速率突然增加控制作用的新

观点，对于理解和深化气候与构造相互关系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利用１０Ｂｅ／２６Ａｌ埋

藏年代确定了青藏高原东北缘青海湖、共和及贵德盆地在 ０５～１２Ｍａ时期相互贯通

的新证据 （图 ５）。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定量揭示出构造、气候和侵蚀在塑造高原特

有地貌特征中各自所起的作用。

围绕这一研究，近年来已发表 ＳＣＩ论文 ４８篇，其中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ＳＣＩ

论文 ２７篇，刊物包括国际著名刊物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和 Ｇｅｏｌｏｇｙ，以及国际地学专业权

威期刊 ＪＧＲ、ＥＰＳ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ＧＳＡＢｕｌｌｔｉ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等；在国内核心刊物以第

一作者发表论文 ２９篇。研究成果已被国内外学者广为引用，部分成果引领了国际地

球科学研究热点。

新构造年代学新技术新方法的探索研究

实验室在国家科技部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实验室专项经费的支持下，

围绕年代学在新构造与活动构造中的应用问题，开展了大量的实验和分析研究，取

得了一系列新认识。

研究工作的主要进展如下：

１．建立了利用摇摆匹配法高精度确定火山和古地震等灾变事件１４Ｃ日历年龄的方

法。从千年喷发堆积物中采集炭化木 ２棵，获得了 ４个系列共 １０４个 ＡＭＳ１４Ｃ年龄并

进行了的摇摆匹配分析 （图 １）。结果表明，从 ２个地点、多个炭化木的多个序列获

得的碳十四日历年龄很一致，说明测定的结果可靠。综合这 ４个日历年龄加权平均，

确定天池火山千年喷发年龄为 ９２３—９３９ｃａｌＡＤ （９５４％）。结合天池火山大喷发对

全球气候的影响，通过与东亚历史气候变化记录进行比对，最终推定天池火山千年

大喷发的确切年代为公元 ９３８晚秋至公元 ９３９春。这一结果与前人由纹泥测年法确

定的 Ｏｇａｗａｒａ湖中天池大喷发火山灰 （ＢＴｍ）的年代 ＡＤ９３７－９３８一致。

２．探索建立了低温燃烧植硅体石英质无机样品１４Ｃ测年技术流程，拓展了１４Ｃ测年

的新材料，为测定中国西部地区古地震年代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新途径。依托

自主研制的加速器质谱计１４Ｃ石墨制样系统，采用湿化氧化和重液，从现代稻草、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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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天池火山末次大喷发木炭山

等农作物中分离出植硅体，对比其在不同温度区间燃烧获得的１４Ｃ测定值 （图 ２），结

果表明：温度在 ９００℃以下提取出的有机质１４Ｃ比度和当时大气１４Ｃ比度大体上是平衡

的，其１４Ｃ年龄比更高温度下获得的有机质１４Ｃ年龄更为接近样品的真实年龄。图 ２的

高温结果是同一样品由美国 ｂｅｔａ实验室测定，获得的碳十四年龄偏老近 １０００年，说

明美国 ｂｅｔａ实验室植硅体１４Ｃ测年流程存在一定的问题。

图 ２　不同农作物提取出的植硅体１４Ｃ浓度随燃烧温度变化曲线

３．首次发现除自然光作用外，水流滚动的机械作用也可以使沉积物石英 Ａｌ心、

Ｔｉ心电子自旋共振 （ＥＳＲ）信号衰减。利用已知年龄样品验证了 ＥＳＲ法用于沉积物

测年的可靠性，完成了对泥河湾盆地多处遗址埋藏年代测定，将可靠性扩展至

　⊕

ＣＭＹＫ



第三部分：重大成果　　

１７Ｍａ，初步建立了沉积物 ＥＳＲ测年实验系统。在此基础上，利用石英 Ｔｉ心 ＥＳＲ信

号对青藏高原龙门山断裂带岷江上游汶川剖面第三级至第六级 （Ｔ３－Ｔ６）阶地进行

了埋藏年代测定，结果显示 Ｔ３至 Ｔ６阶地形成于距今６万至４０万年左右 （图 ３），岷

江上游河流阶地均形成于冰期和间冰期的转换阶段，其下切速率在过去的 １５０ｋａ大

于之前的 １００ｋａ（２５０ｋａ至 １５０ｋａ）。构造和气候变化同时影响本区域河流阶地的形

成，并与青藏高原其他地区河流阶地的形成具有同步一致性。该工作有效补充了本

地区 ８００ｋａ以来的构造隆升历史。

图 ３　青藏高原龙门山断裂带岷江上游汶川剖面河流阶地测年结果

（ＴＬ和１４Ｃ年龄引自李勇等 （２００５））

４．探索建立了适用于中国西部干旱区风化矿物黄钾铁矾、斜钾铁矾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测

年的前处理流程和实验测试流程。通过对黄钾铁矾、斜钾铁矾进行重现性测试及不

同实验室的对比测试，验证了样品前处理流程的合理性和实验室测试的准确性，得

到了高精度的年龄 （图 ４），为干旱－极干旱地区区域构造演化、地貌形成过程、古气

候演化 （新生代气候）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利用风化矿物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测年对新

疆吐哈盆地的红山铜金矿床和彩华沟铜－硫多金属矿床氧化带中的风化矿物进行了

定年，结果显示吐哈盆地在渐新世早期可能就出现了干旱－半干旱气候，１１～７５Ｍａ

这一时期吐哈盆地达到最适宜风化矿物形成的干旱－半干旱气候，之后气候开始向极

干旱气候转变，到 ３３Ｍａ吐哈盆地可能已经到达极干旱程度。这一结果与吐哈盆地

连木沁新生代地层研究结果 （如：氧化物、碳酸钙、有机碳、有机碳同位素、孢粉

等）相一致。

５．建立了适用于活动构造与古地震研究的石英单颗粒和粗颗粒小测片等释光测

年实验技术和系统。对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相关沉积物的研究表明，震前古地面沉积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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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测得的黄钾铁矾的年龄谱及对应的反等时线

光信号基本归零，是古地震测年的最佳对象；泄洪堆积与堰塞湖堆积的表观年龄为

１～２ｋａ，不适于复发周期为百年或千年的古地震测年，但对万年时间尺度的阶地沉积

物测年影响不大。对映秀－北川断裂带擂鼓探槽揭露的上次古地震事件光释光测年，

取得了与１４Ｃ测年一致的结果，限定了该段断裂上一次类似规模强震发生在公元 ４００

年以后。

图 ５　石英标准样 ＣＲＥＵ－１的测量值与 ５个宇宙成因核素测年实验室
（ＢＧＣ，ＣＲＰＧ，ＥＴＨ，ＧＦＺ，ＳＵＥＲＣ）测试结果的比较

６．初步建立了以 ＧＶＭＭ－５４００稀有气体质谱仪为依托的稳定宇宙成因核素 ２１Ｎｅ

测年方法，通过测定石英标准样 ＣＲＥＵ－１宇宙成因 ２１Ｎｅ核素含量，及与国际 ２１Ｎｅ宇

宙成因核素实验室联合测定结果对比 （图 ５），检验了该测试流程在 Ｎｅ同位素分析

上的准确性和精确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已知１０Ｂｅ暴露年龄的龙首山阶地进行了
２１Ｎｅ暴露年龄测定，验证了该流程在石英样品暴露定年方面的可行性。该测试流程

的建立，不仅拓展了大型设备 ＧＶＭＭ－５４００（Ｈｅ型）的功能，还将为宇宙成因核素
２１Ｎｅ测年方法在第四纪地质、活动构造等研究领域的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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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通过对干旱和氧化环境下的样品开展反复对比实验，提出富集纯净孢粉颗粒

的新方法，并成功应用于岷江上游堰塞湖孢粉浓缩物１４Ｃ测年，初步将四川茂县刁林

堰塞湖的形成与公元 ６３８年当地一次历史地震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通过对岷江上

游地区湖相沉积物开展粒度、稀土元素及扫描电镜分析提出岷江上游细颗粒湖相沉

积物为风力搬运所致。结合光释光测年，初步建立该地区末次冰消期古地震事件的

时间序列，为开展构造活跃地区古地震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

图 ６　四川茂县刁林堰塞湖光释光和孢粉浓缩物１４ＣＡＭＳ测年的线性关系图

８．通过 ＳＲＭ６１２和 ＣＮ５标准玻璃成对辐照法研究了原子能科学院 ４９２反应堆中

子热化 （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情况，发现热中子在空间上分布不均匀，横向尤为明显。

但在反应堆中选取适当的位置，可以满足裂变径迹测试的辐照条件。通过计算发现

在 ４９２反应堆现今平均热化条件下影响年龄的主要因素是标样与样品中 ２３２Ｔｈ／２３８Ｕ的

比值。当 ２３２Ｔｈ／２３８Ｕ样 与
２３２Ｔｈ／２３８Ｕ标 一致时，对测试结果无影响；当

２３２Ｔｈ／２３８Ｕ样 大于
２３２Ｔｈ／２３８Ｕ标时，测试结果偏小；相反，则偏大；若以自然界

２３２Ｔｈ／２３８Ｕ样的均值 ４为参

考，则 ＦＴ年龄测定误差介于 １％～１７％ （图 ８）。提出如下减小辐照误差的方法：１）

测定反应堆中各位置的热化参数，选择合适的通道位置；２）减小每包样品量，降低

热化不均匀性的影响；３）于样品柱中增加标样 （调整 ζ值）及 ＳＲＭ６１２和 ＣＮ５标

玻对 （监测中子热化情况）。

９．对青藏高原西构造结－帕米尔高原的 ４个巨型滑坡体 （体积＞１０７ｍ３）进行了

填图和宇宙成因核素１０Ｂｅ暴露测年，确定了布伦口、塔合曼、依玛克和慕兹塔格滑坡

体分别发生在距今 ２ｋａ、７ｋａ、７ｋａ和 １５ｋａ，认为这些滑坡体很可能是强震触发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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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四川叠溪新磨村剖面高分辨率粒度和磁化率记录，灰色条带指示可能的古地震事件

算出研究区末次冰期以来因大型滑坡造成的剥蚀速率为０００５ｍｍ／ａ。通过与邻区 ２５

个巨型滑坡体进行对比，发现该区巨型滑坡与降雨和季风强度呈正相关。此项研究

为讨论巨型滑坡体在造山带地形演化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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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重大成果　　

图 ８　年龄影响率 Δｔ／ｔ随 Ｍ２变化曲线
注：ＦＣＴ曲线为选用鱼骨凝灰岩 （ＦｉｓｈＣａｎｙｏｎＴｕｆｆ）为标准样时 Δｔ／ｔ随 Ｍ２的变化曲线；

Ｄｕｒ曲线为选用 Ｄｕｒａｎｇｏ磷灰石标准样时 Δｔ／ｔ随 Ｍ２的变化曲线

围绕研究工作已在 Ｎａｔｕｒｅ子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ａ等

国际核心期刊和 《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等国内重要刊物发表论文 ３０余篇，研究

成果已被国内外学者广为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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