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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ＩｎＳＡＲ及其差分技术的基本原理，并以发生在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２日西藏日喀则地区仲巴县与阿

里地区之间（北纬３０．５°，东经８３．４°）的里氏６．７级（中国台网测定）仲巴地震为例，采用已知ＤＥＭ 的二路差

分法获取了仲巴地震的同震形变场。采用Ｏｋａｄａ弹性半空间位错模型反演了该地震的震源参数，得到了震

源机制解。结果表明，仲巴地震为以倾滑为主的右旋正断层型地震，断层面走向近乎南北方向。

关键词：ＩｎＳＡＲ；ＤＩｎＳＡＲ；仲巴地震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Ｐ２２５

　　Ｉｎ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ｒａｄａｒ，干涉雷达）是近十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高

新卫星遥感技术，是传统ＳＡＲ技术与干涉测量技

术相结合的产物。传统的ＳＡＲ技术仅仅利用处

理后得到的复图像数据中的幅度信息，而舍弃了

相位信息，而ＩｎＳＡＲ正是利用相位值获取 ｍ级

精度及数１０ｍ空间分辨率地面高程信息，其差

分技术（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

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ＤＩｎＳＡＲ）还利用相位信息探测亚

ｃｍ级的微小地表形变。目前，ＩｎＳＡＲ及其差分

技术的应用领域已深入到地震、火山、活动构造、

地形测量、地质灾害研究、极地监测、海洋表面监

测等包括地质、水文、海洋、测绘、环境监测、农业、

林业、气象、军事等诸多领域［１５］，尤其是在地震方

面研究更为活跃。

２００４年，西藏地震活动频繁，共发生里氏５

级以上地震１１次，其中６级以上２次，占２００４年

中国中强地震的１／３。其中最大地震也在西藏，

为７月１２日发生在仲巴县北部的里氏６．７级地

震（中国台网测定），美国国家地震中心测定震级

为 Ｍｗ６．２级。据中国台网测定，震中位于中国

和尼泊尔边境线以北约１００ｋｍ处（北纬３０．５，东

经８３．４°）。该地震发生在青藏高原南部雅鲁藏

布江缝合带以北的拉萨块体内。通常认为，印度

大陆与欧亚大陆南部连续性碰撞导致了青藏高原

的隆升。青藏高原南缘的逆冲运动，使高原在南

北方向受到挤压，地壳增厚［６］。近年来，对高原内

部存在的大量拉张运动和走滑运动的研究使得有

关青藏高原南北向裂谷及西藏地壳所受到的拉伸

作用更为引人关注［７，８］。拉萨块体内部存在数个

走向ＮＮＥＳＳＷ 到 ＮＳ的裂谷带，从喜马拉雅延

伸到拉萨块体。在活跃的亚多安东裂谷带以西，

分布有大量正断层型中强地震，形成了块体西部

的一条北西向正断层带［９，１０］，这次地震就发生在

这条北西向的断层带上。李娟等［１１］利用远场体

波波形数据，采用有限断层模型研究了发生在西

藏的 Ｍｗ６．７级地震的震源破裂过程，结果表明

该地震是一个以倾滑为主的浅源正断层型地震，

地震的震源深度约为１２．５ｋｍ，地震断层面走向

为１５２°，倾角４４°，平均倾滑角－１１７°，地震矩为

３．２５×１０１８Ｎ．Ｍ，断层破裂面积约为５０ｋｍ×２２

ｋｍ，最大破裂（４３ｃｍ）出现在震中东北５ｋｍ处，

地震的主张应力轴近ＥＷ 方向，主压力轴近 ＮＳ

向，断层面上有微小的右旋走滑错动分量，通过与

发生在拉萨块体西部的多数正断层型地震相比得

出青藏高原南部的逆冲运动是引发这次地震的直

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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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仲巴地震同震形变场

笔者利用ＪＰＬ／ＣａｌｔｅｃｈＲＯＩ＿ＰＡＣ软件（Ｖｅｒ

ｓｉｏｎ２．３）处理了两幅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干涉影

像，其中一幅为降轨 （２００４０３１７～２００４０９８

日），观测时间间隔为１７５ｄ，空间垂直基线为－７１

ｍ；另一幅也为降轨（２００４０６１４～２００４０７１９

日），观测时间间隔仅为３５ｄ，空间垂直基线为２０

ｍ。通过采用已知ＤＥＭ 的两路差分干涉模式获

取了仲巴地震的同震形变场。

图１（ａ）显示了叠加在ＳＲＴＭＤＥＭ 上的Ｅｎ

ｖｉｓａｔ同震降轨干涉图像（２００４０３１７日～２００４

０９０８）。而图１（ｂ）显示的是２００４０６１４～２００４

０７１９日的干涉条纹图，其中一条干涉条纹代表

２．８３ｃｍ地面至卫星方向上的距离变化。从图中

可以看出，震区中心附近地表主要表现为下沉，说

明该断层为正断层；断层走向近乎南北向；干涉图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有５条干涉条纹且左右不对

称，北部的相位梯度比南部的略大，形成右旋扭动

态势，揭示出发震断层具有微小右旋走滑特征；这

与文献［１１］等利用远场体波波形数据得出的结论

相吻合。

图１　干涉条纹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

２　震源机制解

Ｓｔｅｋｅｔｅｅ最早将位错理论引入地震形变场研

究［１４］，导出了泊松体内点源位错产生的地表位移

场模型，此后，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探

讨，逐渐形成了各向同性、弹性半空间介质的形变

理论体系，继而又发展了地球弹性半空间介质位

错模型。Ｏｋａｄａ在分析研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提出了点源及有限矩形面元的位错模型的通

用解析表达式，为地震地球物理学提供了一个通

用的定量的计算框架。目前该模型在地震动力

学、火山运动、开采沉陷、地下水开采沉降等诸多

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笔者采用 Ｏｋａｄａ弹性半空间介质中的震源

位错 模 型，利 用 Ｆｅｉｇｌ 等 提 供 的 模 拟 程 序

ＲＮＧＣＨＮ前向模拟了发震断层的震源参数，得

到了震源机制解。

表１　发震断层的震源机制解

Ｔａｂ．１　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ａｕｌｔ

发震

断层

走向

／（°）

倾角

／（°）

长度

／ｋｍ

宽度

／ｋｍ

深度

／ｋｍ

走滑

（犝１）

／ｍｍ

倾滑

（犝２）

／ｍｍ

地震矩

犖·犕

最佳

参数
１７９ ４３ ７ １３ １３ －２００ ７００

２．１６×

１０１８

图２　模拟得到的

干涉形变场图像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３　相减得到

的残差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ＣｈａｒｔＷｈｉｃｈ

Ｏｂｔａｉ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Ｆｉｇ．１（ａ）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根据地震矩与断层面的关系可表示为犕０＝

μ犔犠犝
［１５］，其中μ为剪切模量，犔、犠 分别为断层

面的长度和宽度，犝 为断层面上滑移矢量的绝对

值，剪切模量μ在地壳中的值域为３０～３６ＧＰａ，

仲巴 地 震 震 源 深 度 较 浅，取 ３３ ＧＰａ，犝 ＝

犝２１＋犝槡
２
２＝７２０ｍｍ，在统一计量单位后求得犕０

＝２．１６×１０１８。根据 犕犠 ＝（ｌｇ犕０－９．１）／１．５＝

６．１６，这与ＵＳＧＳ得到的６．２级结果十分接近。

３　结　语

本文利用ＪＰＬ／ＣａｌｔｅｃｈＲＯＩ＿ＰＡＣ软件（Ｖｅｒ

ｓｉｏｎ２．３）处理了两幅观测时间间隔仅为３５ｄ的

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干涉影像，通过采用已知ＤＥＭ

的两路差分干涉模式得到了仲巴地震的同震形变

场。从同震形变场的差分干涉图中的干涉条纹分

布特点也可以看出，震区中心附近地表主要表现

为下沉，说明该断层为正断层，同时伴有微小右旋

走滑特征；断层走向近乎南北向。这与李娟等利

用远场体波波形数据得出的结论相吻合。接着又

采用 Ｏｋａｄａ弹性半空间介质中的震源位错模型

反演了发震断层的震源参数，得到了震源机制解，

８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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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仲巴地震是以倾滑为主的右旋正断层型地

震，断层面走向近乎南北方向１７９°，倾角４３°，深

度１３ｋｍ，３个方向的位移矢量分别为－２００ｍｍ、

７００ｍｍ和０ｍｍ。从图２与图１相减得到的残

差图可以看出，模拟得到的干涉形变场图像与差

分干涉条纹图的结果十分接近，可以说明该震源

机制解的结果是值得信赖的。

致谢：感谢英国伦敦学院大学李振洪博士有

益的讨论与帮助；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图像由欧洲空

间局提供（项目Ｃ１Ｐ．３３３６；ＰＩ：李振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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