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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顾及地球结构的非均匀性、分层和球体特性，发展了顾及地壳分层结构的地震断层同震位错模型的反

演模式，建立了非线性反演方程，对主要的两类地震断层分别进行了模拟反演分析。反演结果显示，该反演模

式可很好地将断层位错参数反演出来，利用该模式可较好地解决实际地震断层同震变形的反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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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位错模型进行地震反演分析是国际上普

遍采用的方法，位错模型大体可分为基于半空间、

弹性体、均匀介质［１，２］和基于球体分层介质［３５］两

类。基于弹性均匀模型曾经取得较好的反演结果

并得到广泛应用［６８］。随着观测技术和精度的提

高，两类模型之间的变形差异已经能被高精度观

测手段监测出来，需要利用更符合实际地球形状

的高精度位错模型进行反演计算。

利用矩形断层计算的结果表明，变形大约有

１０％～３０％的差异
［３，９１２］。如果应用到变形反演

研究，这方面的差异不能忽略。本文提出基于地

壳结构建立同震变形反演模式，结合非线性反演

算法进行解算，然后给出模拟算例，以证明该反演

模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１　反演模型

Ｐｏｌｌｉｔｚ将震后模型推广到同震模型，得出基

于粘弹性同震变形位移场。该模型采用球面震中

坐标系统，狉、λ和φ分别代表观测点犘（狉，λ，φ）相

对具体点源的半径、经度和纬度，点源的坐标为犛

（狉，φ）。该模型假设体积模量和弹性模量是侧向

均匀的，仅与半径长度有关。变量λ定义为以震

源到观测点弧线南方向为基准，从震源逆时针旋

转到观测点之间的角度［３］。

由于同震模型的解析表达式非常复杂，本文

综合整理后给出其基本位移方程：

狌（狉，狋）＝∑
犻

狌犻（狉，犈，犉，φ犻，λ犻） （１）

式中，变量狌代表同震位移；狉代表半径；犻代表第

犻个位移分量；犈代表地球分层的介质参数，包括

λ′、μ、ρ、η、犎，分别表示各层弹性参数、剪切模量

参数、密度、粘度系数以及深度；犉代表震源位错

参数，如果震源为矩形断层，则参数有Λ０、Ψ０、α、

犔、犇、δ、犝、γ，分别代表断层起始点的坐标、方位

角、断层长度、深度、倾角、滑动量及滑动角；（φ犻，

λ犻）表示任意观测点的大地坐标。

该同震方程极其复杂，利用传统的线性化方

法进行线性反演是不合适的。本文提出利用观测

值与反演值之差值平方和最小为反演基本原则，

建立非线性反演方程如下：

‖狌（狉，狋）－狌ｏｂｓ‖ ＝ｍｉｎ （２）

式中，狌（狉，狋）为同震模型计算结果；狌ｏｂｓ为观测值。

在反演过程中，根据两者差值平方和最小原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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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最优值。本文采用遗传算法来进行反演计算。

２　模拟反演分析

２．１　反演模型设置

本文选择的地球模型及断层模型设置参照文

献［１２］，具体的参数见表１、表２。模拟范围选择

３６．３５～３６．６５、１１０．３～１１０．７，每０．０５°一个模拟

计算点（大约间隔５ｋｍ左右），除去断层占用的

区域，一共５６个模拟观测点。抽样点选取经度

１１０．４°的一列点，因为抽样点变形在断层两侧对

称分布，所以仅选择３６．５°以上点。

表１　基本地壳模型参数设置／（１０１０Ｐａ）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ＲｉｇｉｄｉｔｙＬａｙ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Ｍｏｄｅｌ／（１０
１０Ｐａ）

分层／ｋｍ 体积模量 剪切模量

０～４ ６．５ ３．６

４～１６ ７．４ ４．１

１６～３０ ９．６ ４．４

＞３０ １５ ７．０

表２　断层参数设置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Ｆａｕｌｔｉｎｇ

经度 纬度 走向 长度 断层上部 断层下部 倾角 滑动

３６．５°１１０．３５°９０° ２５ｋｍ ４．５ｋｍ １２．５ｋｍ ９０°２．５ｍ

　　然后，利用以上地球模型参数以及地震断层

参数，分别计算出走滑断层和倾滑断层这两类主

要地震断层产生的地表变形场。

２．２　走滑断层反演分析

根据模拟生成的形变场，利用遗传算法进行

非线性反演分析（表３）。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对于走滑断层，当断层参数偏离初值很远时，在给

定的区间内，可以很好地反演出断层参数。

表３　走滑断层反演结果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

走向

／（°）

长度

／ｋｍ

断层上

部／ｋｍ

断层下

部／ｋｍ

倾角

／（°）

滑动

／ｍ

犞Ｔ犘犞

／ｃｍ２

真值 ９０° ２５ｋｍ ４．５ｋｍ １２．５ｋｍ ９０°２．５ｍ

初值 ７０ ５ ０．５ １５ ７０ ０．５

下限 ５０ ５ ０ １０ ０ ０．５

上限 １５０ ４０ １０ ２０ １８０ ４

反演值 ８９．８４２４．９６ ４．３８ １３．９６ ８９．９７２．４７ １．７８

差异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１２ １．４６ ０．０３０．０３

　　从反演前后地表变形拟合图（图１）来看，反演

的结果令人满意。水平变形和垂直变形都拟合得

非常好，没有很大的差异。比较反演前后的变形差

异图（图２）可以看出，水平变形的差异不到１ｃｍ，

相对同震变形，这类变形差异是较小的。垂直变形

的差异只有０．０２ｃｍ左右，相对同震垂直变形的３

ｃｍ变形，这类反演变形差异非常小，说明利用基因

算法进行非线性反演结果还是较好的。

以上验证了反演模型及算法的可靠性，但是

反演结果仍然有变形差异，不能完全拟合。如果

模型之间的变形差异要小于反演的变形差异，那

么反演的工作就毫无意义。

图１　走滑断层反演前后地表变形场比较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

　　
图２　走滑断层反演前后地表变形场差异图

Ｆｉｇ．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

　　图３分别给出了东、北、垂直方向的抽样点变

形比较图，取变形最大的点（３６．４５°），可以看出，

东方向反演的结果与观测值（球体分层模型）最接

近，球体均匀模型次之，而半空间均匀模型的变形

与观测值相差最大；北方向的反演结果也缩小了

模型之间的变形差异；而对于垂直变形，变形的差

异结果更明显，反演结果与观测值最接近，球体均

匀模型与半空间均匀模型的变形大小较一致，均

偏离观测值（球体分层模型）较远。其他两个观测

点（３６．３５°，３６．４°）也证明了同样的结果。

２．３　倾滑断层反演分析

根据以上设定的数据，利用遗传算法对倾滑

断层进行非线性反演分析（表４）。结果显示，对

于倾滑断层，当断层参数偏离初值很远的情况下，

在给定的区间内，也可以很好地反演出断层参数。

　　从反演前后地表变形拟合图（图４）来看，反

演的结果令人满意。水平变形和垂直变形都拟合

得非常好，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比较反演前后的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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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抽样点反演前后地表变形比较图

Ｆｉｇ．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ＰｏｉｎｔＤｕｅｔｏＥａｒｔｈ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表４　倾滑断层反演结果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Ｄｉｐ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

走向

／（°）

长度

／ｋｍ

断层上

部／ｋｍ

断层下

部／ｋｍ

倾角

／（°）

滑动

／（ｍ）

犞Ｔ犘犞

／ｃｍ２

真值 ９０ ２５ ４．５ １２．５ ９０ ２．５

初值 ７０ ５ ０．５ １５ ７０ ０．５

下限 ５０ ５ ０ １０ ０ ０．５

上限 １５０ ４０ １０ ２０ １８０ ４

反演值 ８９．９９２４．６９ １．８ １４．５ ８９．９９２．３９ ９．９８

差异 ０．０１ ０．３１ ２．７ ２．０ ０．０１０．１１

变形差异图（图５）可以看出，水平变形的差异不

到１ｃｍ，与同震变形相当。垂直变形的差异只有

０．１ｃｍ左右，相对同震垂直变形的最大１０ｃｍ变

形，这类反演变形差异是很小的。说明利用遗传

算法进行非线性反演的效果较好。

图６分别给出了东、北、垂直方向的抽样点变

形比较图。

图４　倾滑断层反演前后地表变形场比较图

Ｆｉｇ．４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Ｄｉｐ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

　　　
图５　倾滑断层反演前后地表变形场差异图

Ｆｉｇ．５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Ｄｉｐ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

图６　抽样点反演前后地表变形比较图

Ｆｉｇ．６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ＰｏｉｎｔＤｕｅｔｏＥａｒｔｈ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３　结　语

基于模拟数据的反演结果表明，本文反演模

型的建立可很好地将断层位错参数反演出来，反

演出的断层参数值均非常接近真值。

反演结果同时显示，本文建立的非线性反演

模型可以削弱不同地球模型之间的变形差异，该

反演模型的建立将为解决实际地震断层同震变形

的反演问题提供理论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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