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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ＧＰＳ、跨断层长水准、跨断层短水准与基线等多手段、不同时空尺度地形变观测资料，研究了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四川汶川县 Ｍｓ８．０级地震同震响应及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分析表明了汶川地震发震区呈

相当显著的逆冲兼右旋走滑同震变化，大震对其附近的甘川交界东段———甘川陕交界区、鲜水河断裂南段及

与龙门山断裂、安宁河断裂的Ｙ字型交汇区及其附近影响相对明显，对其应变积累可能以一定程度增强作用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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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四川省汶川县Ｍｓ８．０级特

大地震，是龙门山断裂带１９００年以来首次８级以

上地震。断层错动以逆冲为主，兼右旋走滑；余震

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四川、甘肃、陕西三省交界区

及其附近发生了数次 Ｍｓ５．５～６．４级余震），造成

了惨重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中国地震局汶川地震

应急强化观测项目、第二监测中心跨断层短水准

形变跟踪观测任务，在震区或其外围区域获得了

ＧＰＳ、跨断层长水准剖面、跨断层短水准观测资

料，利用这些多手段、不同时空尺度地形变观测资

料，以及从四川省与云南省地震局收集来的川滇

地区跨断层短水准与基线观测结果，研究分析了

汶川地震同震响应及其对周围地区的可能影响。

２００７０８～２００８０６四川及其邻区 ＧＰＳ原始

观测数据来源于中国地震局汶川８．０级地震应急

强化观测项目，由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第二监

测中心、第一监测中心、四川与云南省地震局共同

承担；汶川震区外围跨断层长水准剖面原始观测

数据来源于第二监测中心承担的中国地震局汶川

８．０级地震应急强化观测项目；甘肃及与青海、宁

夏、陕西交界区跨断层短水准原始观测数据来源

于第二监测中心常规观测任务；而四川与云南地

区跨断层短水准与基线原始观测数据来源于四川

省与云南省地震局。本文完成了数据录入和处理

计算，获得ＧＰＳ水平运动速度矢量分布、跨断层

长水准、跨断层短水准与基线时序变化等结果。

１　四川及其邻区犌犘犛观测反映的汶

川地震同震响应及可能影响

　　基于经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软件处理获得的四

川及其邻区２００７０８～２００８０６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下

１２８个站点、相对欧亚板块的ＧＰＳ水平运动速度

场结果（图略），笔者对发震区和非震区分别扣除

整体平移与旋转量，得到了图１所示的相对水平

运动矢量图，目的是为了使包括发震构造的监测

区主要断裂两侧差异运动特性更清晰［１，２］（由于

发震区即震中及余震区３００ｋｍ范围内变化幅度

是非震区的１００多倍，只能对两个区域分别计算。

图１中灰色箭头所示站点速度中误差平均约

４．０ｍｍ／ａ；黑色箭头所示站点速度中误差平均约

３．１ｍｍ／ａ，观测与计算结果可靠）。由图１可以

看出，龙门山断裂两侧反映相当显著的逆冲、挤压

兼右旋同震变化，从活动特性上看与其构造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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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西北侧为上盘，地质资料［３］与１９９１年起测

以来ＧＰＳ观测结果
［４，５］显示逆冲为主、兼右旋走

滑活动特性）；计算获得水平面上垂直于断裂走向

即法线方向上最大变化量２．４ｍ，沿断裂走向最

大变化量２．１ｍ，却是１９９１年ＧＰＳ起测以来至

２００７年断裂两侧每年数 ｍｍ相对变化量的近千

倍。而汶川地震对甘川交界东段至甘川陕交界区

（图１中库玛断裂东段、略阳洋县断裂西段附

近）、鲜水河断裂南段及与安宁河断裂、龙门山断

裂交汇区附近影响相对明显（运动方向相对杂乱、

有序性差，速率量值却比震前十多年年均１０余

ｍｍ的量值水平
［５］高，挤压特征明显）。借助最小

二乘配置内插拟合，利用位移与应变偏导关

系［６，７］计算获得的面膨胀应变率分布图如图２所

示。图２（ａ）显示发震区西南段挤压为主、北东段

拉张为主，这与截止目前北东段余震活动相对活

跃的情况比较一致；图２（ｂ）则显示甘川交界东

段甘川陕交界区、鲜水河断裂南段及与安宁河断

裂、龙门山断裂交汇区附近挤压变化较占优势。

从地质资料来看，这两个区域所在的库玛断裂东

段左旋走滑为主兼逆冲、挤压变化［３］；略阳洋县

断裂西段与库玛断裂比较靠近的部分，以往ＧＰＳ

观测也显示左旋挤压变化为主［８］；鲜水河断裂（主

要表 现 为 左 旋 走 滑，有 些 段 落 兼 弱 挤 压 特

性［３，９，１０］）、龙门山断裂（逆冲、挤压兼右旋走滑特

性［３５，９１１］）和安宁河断裂（左旋、逆冲、挤压特

性［３，５，１２］）断层法线方向上反映挤压为主的构造活

动背景，汶川 Ｍｓ８．０级大震同震变化比较有利于

这两个区域应变能积聚，对其应变积累可能有一

定程度的促进影响。

　

图１　四川及其邻区

ＧＰＳ相对水平运动矢量图

Ｆｉｇ．１　Ｖｅｃｔｏｒ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图２　四川及其邻区面膨胀应变率等值线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ｒｅａａｎｄＩｔｓ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２　震区外围跨断层长水准剖面观测

可能包含的汶川地震同震形变

　　汶川８．０级地震发生后的０５１８～０６２７，中

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对震区外围三条跨断层长

水准剖面（图３，每ｋｍ观测中误差０．２５～０．４４

ｍｍ）实施了观测。这３条测线分别为：①望褒

线，甘肃望子关康县陕西汉中褒城（２１９．６ｋｍ，

起算点为望子关），跨略阳洋县断裂；②马雅线，

四川泸定雅安（１３１．８ｋｍ，起算点为泸定），跨龙

门山断裂南端（因测线跨龙门山后山与中央断裂

处，两断裂非常靠近，故在剖面变化图４（ａ）中简

化为１条断裂）；③西新线；四川西昌昭觉（９９．４

ｋｍ），位于安宁河断裂东侧，跨大凉山断裂。

汶川震区以南、跨龙门山断裂南端的马雅线

图３　汶川震区外围三条跨断裂长水准剖面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Ｌｏｎｇ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Ｃｒｏｓｓｆａｕｌ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在泸定两河口段（图４（ａ）中加粗

虚线，相对泸定速率变化值接近１４ｍｍ／ａ）差异

５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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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显著（逆断特性），是大震前、同样数年尺度的

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变化幅度的２倍以上，很可能包含

汶川大震同震形变；跨大凉山断裂的西新线近几

年变化形态、幅度与以往一致，未显示明显同震变

化（图略）；而汶川震区以北的望褒线观测结果显

示，望子关、康县地区尤其康县地区（位于断裂南

侧）相对略阳（断裂北侧）一带（图４（ｂ）中加粗虚

线）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大幅上升（逆断特性），跨断裂

处最大速率差异－１２．２ｍｍ／ａ，虽然比前两个时

段时间尺度（１０余年）短，其显著变化量值不排除

大震同震形变。进而，因这两条剖面近几年（截止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７日汶川大震后）变化形态基本与

其地形一致，尤其泸定两河口段、康县略阳段，

反映与构造活动背景（地质资料显示垂向方向上

逆断为主的特性［３］）一致的继承性垂直差异运动

特性。至少从跨断层长水准剖面观测资料没有看

出汶川大震对龙门山断裂南端、甘陕交界及其附

近区域应变积累明显的负影响。

图４　汶川震区外围长水准剖面垂直变化及地形图

Ｆｉｇ．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ｏｆＬｏｎｇ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３　南北地震带跨断层短水准跟踪观

测反映的汶川地震影响

　　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发生在分隔我国西部与

东部、构造活动强烈的南北地震带中偏南段，打破

了１９９６年云南丽江 Ｍｓ７．０级地震以来南北地震

带持续１２ａ的 Ｍｓ７．０级以上地震平静。中国地

震局第二监测中心在其北段（甘肃及与青海、宁

夏、陕西交界区）布设有４９处跨断层短水准监测场

地；四川与云南省地震局在其南段布设有３２处跨

断层短水准和基线监测场地。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起测，除龙门山断裂只有５处短水准场地，每年的

１、５、９月观测三期外，基本上北段与四川地区两月

观测１期、云南地区一个或两个月观测１期，对祁

连山断裂带、海原断裂与固关功县、西秦岭北缘断

裂及其南侧的岷县宕昌断裂、武都弧断裂等，龙门

山断裂、鲜水河安宁河则木河小江断裂、曲江断

裂、程海断裂、红河断裂等有不同程度控制作用。

跨断层形变观测平均精度约为每公里０．２ｍｍ，

结果比较可靠。图６～图８所示观测曲线统一挤

压与逆断变化向下、拉张与正断变化向上。

图５　南北地震带跨断层形变监测场地、构造

断裂及反映汶川地震影响的场地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ｆｏｒＣｒｏｓｓｆａｕｌｔ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ｉｔｅ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ＳｏｕｔｈＮｏｒｔｈ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Ｂｅｌｔ

图６为龙门山断裂（汶川大震发震构造）上５

月份观测所得反映汶川地震同震变化（巨幅突跳）

的跨断层短水准观测曲线，其中灌县场地２００８

６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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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２７观测到相对１月份上升８．２ｍｍ；双河场地

０５１８观测到相对１月份上升７．８ｍｍ；９月份不

管是继续上升还是转折，其变化幅度均显著减小。

异常场地位置见图５中“★”（靠近发震断层，而距

震中仅１３ｋｍ、位于发震断层上的耿达场地因汶

川大震将道路破坏未能观测）。

除发震的龙门山断裂，南北地震带北段截止

２００８１１跨断层短水准资料呈显著异常、且很可能

反映汶川大震影响的场地只有西秦岭构造区东南

部、甘川交界区附近的（图７）沈家园、飞龙峡、东风

沟场地。其中，沈家园场地２００８０５１７观测到相对

３月２．９ｍｍ下降变化，远远超出以往震荡范围，之

后小幅波动，１１月继续下降；飞龙峡场地０５１８与

０７２１观测到持续上升变化（共１．６ｍｍ），远远超出

以往震荡范围，之后虽出现转折，幅度偏小，异常

仍未恢复；东风沟场地２００３年阶跃型突跳可能与

２００３１０祁连山断裂带民乐Ｍｓ６．１级、１１月西秦岭

北缘断裂岷县 Ｍｓ５．２级地震孕育有一定关系，

２００８０５１７～７月、９月观测到持续下降变化（共３．１

ｍｍ），之后变化微弱，均显示与以往多年甚至２０多

年变化形态、范围迥异的显著突跳变化。而麻界滩

场地２００８年９月份大幅下降变化与２００４年以来上

升趋势迥异，其下降幅度是起测以来最大的（２．３

ｍｍ），不排除汶川大震影响向西，即甘青川交界区附

近扩展的可能性。异常场地位置见图５中★。

南北地震带南段四川地区截止２００８０９、云

南地区截止１０月的跨断层形变资料中异常显著、

很可能反映汶川大震影响的场地，只有鲜水河断

裂中段及鲜水河断裂与龙门山断裂交汇区附近的

（图８）龙灯坝、团结场地（异常场地位置见图５中

★）。其中，团结场地呈现远远超出以往２０余年

震荡范围的显著突跳变化（震前的２００７年就已出

现一定程度加速趋势，可能包含前兆信息；震后上

升幅度更大）；龙灯坝场地在１９８９年小金 Ｍｓ６．３

级、２００１年雅江 Ｍｓ６．０级地震（分别位于鲜水河断

裂北东侧与西南侧１００多公里处）后均出现明显的

尖点突跳异常，之后恢复正常变化形态，这次汶川

大震后亦如此，与２００６年以来下降趋势迥异。

图６　龙门山断裂上反映汶川地震同震变化的跨断层短水准观测曲线

Ｆｉｇ．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ｈｏｒｔ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Ｃｒｏｓｓｆａｕｌｔ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ｔ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

图７　２００８年５１１月汶川震后西秦岭构造区（东南部为主）变化显著的跨断层形变观测曲线

（各场地均由数个测点构成测段，（３４）测段时序变化反映的是点４相对点３的垂向差异值的变化，其他同）

Ｆｉｇ．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ｒｏｓｓｆａｕｌｔ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Ｍａｉｎｌｙ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ｆｒｏｍＭａｙｔｏ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ｏｆ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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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０８年９月汶川震后鲜水河断裂中段及Ｙ字型交汇区变化显著的跨断层形变观测曲线

Ｆｉｇ．８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ｒｏｓｓｆａｕｌｔ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ｔ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Ｂｏｒｄ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ｏ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

　　汶川震区以北４个跨断层短水准异常场地中，

沈家园、飞龙峡、东风沟场地大幅突跳开始于５月

份（汶川震后），７～１１月持续，沈家园场地异常１１

月份还有所发展；麻界滩场地（相对靠近甘青川交

界区）大幅下降出现于９月份，１１月转折。汶川震

区以南团结和龙灯坝２个场地其显著突跳出现于

９月份，这些可能反映大震影响的阶段性或扩展

性。鉴于跨断层短水准和基线测段太短（仅数十至

数百ｍ），所跨断层不一定是大型、主断裂带，其对

断裂活动特性、汶川大震影响方式（正影响还是负

影响）的反映没有ＧＰＳ和跨断层长水准剖面（１００

～２００ｋｍ跨度）明显，反映的主要是巨大地震能量

释放对其所在局部区域断层活动的扰动影响。

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后ＧＰＳ、跨断层长水准剖

面、跨断层短水准与基线等多手段、不同时空尺度

地形变观测资料显示，发震区呈相当显著的逆冲兼

右旋走滑同震变化；大震对其附近的甘川交界东段

至甘川陕交界区、鲜水河断裂南段及与龙门山断裂、

安宁河断裂的Ｙ字型交汇区及其附近影响相对明

显，对其应变积累可能以一定程度增强作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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