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３卷 第８期

２００８年８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３Ｎｏ．８

Ａｕｇ．２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６１５。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５７４００６）；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ＮＣＥＴ０４０６８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创新群体资助项目（４０７２１００１）。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８）０８０８４６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基于犐狀犛犃犚数据的西藏玛尼 犕狊７．９级
地震的地壳不均匀性研究

许才军１　温扬茂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基于ＩｎＳＡＲ观测结果，考虑到发震区域南、北两盘地壳介质的横向不均匀性，结合更为真实的地表断

层位置，采用三维半解析粘弹性模型和遗传算法，反演了发震断层滑动分布及南北两盘的地壳介质参数（泊松

比）。反演结果显示，考虑介质横向不均匀性的模型能较好地拟合地表形变场；南北盘的横向介质差异性也可

认为是玛尼地震同震形变的非对称性的影响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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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ＳＡＲ测量技术自１９９３年应用于地震形变

观测以来，已在地震、火山、活动构造等地表形变

场测量以及地形测绘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１３］。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８日，在青藏高原北部昆仑

断层西端发生了 Ｍｓ７．９级玛尼地震。玛尼地震

发生后，徐锡伟等［４］于２０００年对这次地震的局部

进行了野外实地考察，表明地震同震地表破裂带

东起玛尔盖茶卡湖北西端，途经玛尔盖茶卡湖北

岸、闸山门北岸、朝阳湖南岸，东抵双端湖，全长约

１２０ｋｍ。由于地面条件的限制，野外考察没有覆

盖整条断层。昆仑断层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走滑

断层之一，位于阿尔金断层和塔里木盆地以南，自

青藏高原东北向西南延伸，全长约１２００ｋｍ。最

新的ＧＰＳ观测资料与地质调查结果显示，昆仑断

层的左旋走滑速率为１０～１４ｍｍ／ａ
［５］。采用欧空

局ＥＲＳ２卫星获取的雷达影像数据，Ｐｅｌｔｚｅｒ等
［２］

采用简单的单段均匀滑动弹性位错模型来解释玛

尼地震的同震形变场，认为玛尼地震改变了震中

区域地壳岩石的力学属性，并证明应力压缩区域

岩石有效剪切模量是应力拉张区域岩石有效剪切

模量的两倍。利用同样的雷达影像，Ｆｕｎｎｉｎｇ

等［６］及 Ｗａｎｇ等
［７］采用具有精细的断层几何结构

的线弹性模型来解释该地震的同震形变场。本文

基于ＩｎＳＡＲ观测结果，考虑到发震区域南北两盘

地壳介质可能的横向不均匀性，结合更为真实的

地表断层位置，采用三维半解析粘弹性模型和遗

传算法，定量反演了发震断层的滑动分布及南北

两盘的地壳介质参数（泊松比）。

１　差分干涉测量数据处理

１．１　干涉数据源

干涉数据源的选择要考虑最短的垂直基线，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空间的去相干效应。对

于同震形变，选择数据的另一个原则就是较短的

成像时间间隔，以保证最小的时间去相干作用。

基于以上原则，选取了如表１所示的卫星影像数

据。为了获得真实的地表三维形变场，通常需要

不同成像角度的形变观测数据。不同成像几何条

件下的数据可以提供更精确的地表变形特征，但

遗憾的是，本次地震没有可使用的升轨干涉数据。

表１　研究中使用的降轨犈犚犛２卫星影像数据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ＴｒａｃｋＥＲＳ２Ｄａｔａ

编号 干涉像对 垂直基线时间基线／ｄ Ｔｒａｃｋ Ｆｒａｍｅ

ＩＰ１ ９７０３１６９７１１１６ ６５ ２４５ ０７６ ２８８９／２９０７

ＩＰ２ ９７０８１９９７１２０２ ９ １０５ ３０５ ２８８９／２９０７

ＩＰ３ ９７０５２２９７１２１８ －２６ ２１０ ０３３ ２８８９／２９０７

　注：表示干涉图中心处的垂直基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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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同震形变场及玛尼地震断层

利用差分干涉测量获取地表同震形变场的方

法有二轨法和三轨法。由于玛尼地震可用的

ＳＡＲ资源非常有限（表１），因此，本研究中采用了

两轨法进行差分干涉处理。ＳＡＲ数据为ＳＡＲ原

始（ｒａｗ格式）数据，处理软件为瑞士ＧＡＭＭＡ软

件，同时在处理过程中，还采用了ＤＥＯＳ发布的

精密轨道星历［８］和３″ＳＲＴＭＤＥＭ数据
［３］来消除

地形相位的影响。最后采用枝切法（ｂｒａｎｃｈｃｕｔ）

来解缠得到差分干涉相位图。完成整个干涉处理

过程后，得到了三幅经过地理编码的同震形变图。

将得到的同震形变图按１０ｃｍ的间距重缠

绕，其结果见图１。图１的显著特征是中央轨道

（轨道３０５）的中央部分存在大量的密集条纹，表

征着最大的地震矩释放区域。由于地震的地表破

裂作用，在图１的中部有一长条型的相位缺失区

域，该区域是一个高形变梯度区域。从这些干涉

图中可以看到，这三组干涉像对的相干性都非常

高，得到的干涉成果的质量也很好。

图１　玛尼地震的重缠绕同震形变场

Ｆｉｇ．１　Ｍａｎｙ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ｗｒａｐｐｅ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根据玛尼地震的形变观测结果［９］，断层破裂

长度约为２００ｋｍ，大于野外观测的１２０ｋｍ
［４］，这

是由于野外观测没有覆盖整个破裂。由于玛尼地

震在地表形成了显著的地表破裂［４］，可以基于干

涉相干性图像和方位向偏移量来提取断层迹

线［１２］。根据从相干系数图和基于方位向偏移量

得到的断层地表位置，以及干涉条纹图反映的形

变场条纹变化，可以初步判断断层的分段情况，将

这个发震断层划分为７段（图２）。图２中，基于

相干系数提取的断层位置（点线）与基于方位向偏

移量提取的断层位置（虚线）有很好的一致性。

２　地壳介质的横向不均匀性研究

２．１　反演模型及算法

Ｓｍｉｔｈ等
［１０］在考虑地壳介质粘弹性响应的

图２　提取到的断层位置

Ｆｉｇ．２　ＭａｐｐｅｄＦａｕｌｔＴｒａｃｅ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ｒｆ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ｚｉｍｕｔｈＯｆｆｓｅｔｓ

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三维半解析粘弹性模型。模

型中，与地表形变相关的介质参数有粘弹性系数

（η＝１．０×１０
２１）和泊松比（υ）。考虑到地壳介质

可能的横向不均匀性，对断层的南北盘采用了不

同的泊松比来进行反演，并与不考虑横向不均匀

性的反演结果进行比较。

鉴于同震位移（形变）与反演参数（包括断层

参数、地壳介质参数）之间是一个非线性函数，使

用常规的线性反演方法很难获得理想的反演结

果，因此，采用非线性反演方法中的遗传算法［１１］

来估计未知的各断层的断层闭锁深度、滑动量大

小以及泊松比。相比于其他的非线性反演方法，

遗传算法的效率更高。

具体反演中，解观测方程犱ＩｎＳＡＲ（狓，狔）＝犱犿

（犿，狆，狓，狔）。其中，犱ＩｎＳＡＲ是ＩｎＳＡＲ同震位移观

测值；犱犿 是模型计算得到的地表位移；犿 是断层

参数；狆为地壳介质参数；（狓，狔）为观测点的坐标。

解算应以观测值与模型值之间的不吻合度（均方

根）最小为准则。

为了加快模型的反演速度，采用均匀采样

法［１２］生成了一个数据量大小合适的数据集。在

本研究中，使用的是按３０″间距采样的ＩｎＳＡＲ同

震形变数据，一共有７．３×１０５个观测值。

２．２　反演结果与分析

在反演过程中，采用了前面给出的７段式断层

模型，并固定了这７个断层段的地表位置、走向和

各段的断层长度。根据ＩｎＳＡＲ观测到的同震形变

场，假设这７个发震断层段都破裂到了地表，也就

是这些断层的上闭锁深度固定为０。通过遗传算

法，可以反演得到每个断层段的断层参数（下闭锁

深度和滑动量）以及地壳介质参数。此外，为了更

进一步消除ＩｎＳＡＲ轨道误差和解缠中的初始模糊

度问题，每幅影像还增加了两个待估计的偏移参

数。最终反演得到的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和残余形

变场见图３和图４。从图３和图４中可以看到，Ｉｎ

ＳＡＲ同震形变场模型的拟合效果是比较好的，尤

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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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从第１段到第５段之间。在第６段和第７段，

还是存在一些比较大的相位残余（＞０．３ｍ）。

图３　７段式断层模型拟合的

玛尼地震同震形变场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Ｔｒａｃｋｓ

０７６，３０５ａｎｄ０３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４　７段式断层模型拟合的

玛尼地震残余地表形变场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Ｔｒａｃｋｓ

０７６，３０５ａｎｄ０３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２．１　断层参数

最佳拟合的断层参数见表２。最大滑动量发

生在第５段断层上，其值为６．２５±１．４７ｍ。这个

滑动量略小于Ｐｅｌｔｚｅｒ等
［２］的７．０ｍ，但是在Ｐｅｌｔ

ｚｅ等
［２］的研究中，其断层闭锁深度为８．０ｋｍ。同

样，该结果与Ｆｕｎｎｉｎｇ等
［６］的６．７３ｍ也比较吻

合。据此估计到的大地矩为２．２７×１０２０（犕狑＝

７．５４），这与地震学的记录（２．２３×１０２０，哈佛

ＣＭＴ记录）也非常接近。

２．２．２　介质参数与同震位移的非对称性

反演得到的南北盘泊松比分别是狏南盘＝０．１２

表２　断层几何形状及其参数

Ｔａｂ．２　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ＢｅｓｔＦｉｔＦａｕｌ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纬度

／（°）

经度／

（°）

长度

／ｋｍ

闭锁深

度／ｋｍ

滑动量

／ｍ
犕０／Ｎｍ

１ ３５．０６０８６．１９２ ４６．０ －１９．３±５．６ １．９６±０．４０

２ ３５．１１２８６．６０２ ２５．１ －１５．２±４．６ １．９５±０．３９

３ ３５．１８８８６．８１５ ３１．８ －１４．０±２．６ ３．５９±０．７６

４ ３５．２１０８７．１００ １９．１ －１４．１±２．８ ５．８５±０．６７ ２．２７×

５ ３５．２４９８７．２６７ １６．８ －１８．１±４．９ ６．２５±１．４７ １０２０

６ ３５．２５９８７．４１８ ４５．７ －１４．６±４．０ ３．８６±０．３７

７ ３５．３２８８７．８２３ １９．２ －１９．２±６．０ １．２９±０．３２

和狏北盘＝０．３４，此结果说明玛尼震区南北盘之间

的介质横向差异性比较大。另外，玛尼地震同震

形变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断层南北盘位移量的非

对称性。目前，大多数的解释工作［２，６，７，１３］都没有

考虑到玛尼震区南北盘的地壳介质的差异性。图

５为断层两侧距离断层１０ｋｍ 的同震位移剖面

线，其中，点线为本研究中模型反演得到的形变

量，虚线是假设玛尼震区断层南北盘的泊松比相

等，且为０．２５时反演得到的形变量，即为不考虑

横向不均匀性的反演结果。由此可以看到，考虑

南北盘的横向差异性后，模拟结果与观测结果吻

合得更好。从图５中还可以看出，发震断层南北

盘的横向介质差异性对玛尼地震同震形变的非对

称性亦有一定的影响。

图５　观测和拟合的沿断层走向同震剖面图

Ｆｉｇ．５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３　结　语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考虑与不考虑横向不均

匀性的反演结果是有差别的，前者的反演结果给

出的断层走向同震剖面位移结果与观测结果拟合

得更好。因此，发震断层南北盘的横向介质差异

性也可认为是玛尼地震同震形变的非对称性的影

响因素之一。本研究中，假定地震断层同侧的介

质是均匀的，但实际同侧的介质也可能存在某种

程度的横向不均匀性，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

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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