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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敏感度的迭代拟合法反演玛尼
犕狊７．９级地震滑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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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８日，西藏玛尼地区发生了 Ｍｓ７．９级地震。利用欧空局的ＥＲＳ２卫星获取的干涉同震

形变场，结合提取到的断层地表位置，基于弹性半空间位错模型，采用基于敏感度迭代拟合法反演获取了玛尼

地震的精细滑动分布。结果表明，断层面最大滑动量为６．７８ｍ，主要的滑动量分布在沿断层走向的１２～１１２

ｋｍ之间，主要分布深度为０～１６ｋｍ，反演得到的地震矩为２．０１×１０２０Ｎｍ（Ｍｗ７．５０）。

关键词：玛尼 Ｍｓ７．９级地震；ＩｎＳＡＲ；弹性半空间位错模型；滑动分布；敏感度迭代拟合反演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７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８日，西藏藏北无人区东昆仑

断裂西段发生了玛尼 Ｍｓ７．９级地震，地震震中

位于（３５．０６９°Ｎ，８７．３２５°Ｅ）（来自美国地质调查

局，ＵＳＧＳ）。Ｖｅｌａｓｃｏ等
［１］利用地震波数据得出

玛尼地震的震源机制解为走向２２５°、倾角７６°和

滑动角１７５°。由于玛尼地震发生在偏远的无人

居住区，野外观测条件十分恶劣，因此，ＩｎＳＡＲ在

玛尼地震的研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Ｆｕｎｎｉｎｇ

等［２］和 Ｗａｎｇ等
［３］利用精细的断层几何结构、矩

形位错理论和最小二乘法反演给出了玛尼地震的

同震滑动分布。此外，孙建宝等［４］还基于角位错

理论给出了该地震的滑动分布。本文根据Ｉｎ

ＳＡＲ观测结果，结合较为真实的发震断层地表位

置，首先利用遗传算法和矩形位错理论给出了各

断层段的几何参数，包括断层的发震深度、倾角和

滑动量等。在此基础上，采用基于敏感度的迭代

反演方法定量反演了发震断层的非均匀滑动分

布，给出了更为精细的断层滑动分布图。

１　差分干涉雷达数据处理

玛尼地震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北部区域，其平

均海拔在５０００ｍ以上。这里常年空气稀薄、气

候寒冷、植被稀少及少有人类活动（如农业生产

等），是利用雷达干涉测量技术探测地表形变信息

理想的研究区域之一。为了研究玛尼地震的同震

破裂情况，笔者向欧空局（ＥＳＡ）申请了覆盖整个

破裂区域的３个轨道（Ｔｒａｃｋ）的１２景原始格式的

卫星数据，具体数据参见文献［５］中的表１。

本文采用二通法来获取地表的同震形变场，

所有数据都利用瑞士Ｇａｍｍａ软件进行处理。在

数据处理过程中，采用了 ＤＥＯＳ发布的精密轨

道［６］来修正轨道误差和３″ＳＲＴＭＤＥＭ
［７］来移除

地形影响，然后采用枝切法（ｂｒａｎｃｈｃｕｔｍｅｔｈｏｄ）

解缠得到差分干涉相位图。在完成整个干涉处理

后，得到了三幅经过地理编码的同震形变图。尽

管这三组干涉像对的时间基线都在半年左右，但

其相干性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其形成的

干涉条纹也非常清晰。由于不同的干涉像对具有

不同的入射角，先将得到的同震形变场进行入射

角改正，然后按１０ｃｍ的间距进行重新缠绕，形成

的干涉图见文献［５］中的图１。在干涉图南北两

端（远离断层位置，即远场区域）的形变量为１～２

ｃｍ，基本上反映了获取到的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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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度水平［８］。

由于玛尼地震在地表形成了显著的地表破

裂［９］，因此可以基于干涉像对的相干系数图和方

位向偏移量来提取断层的几何位置。根据从相干

系数图和方位向偏移量提取到的断层地表位置，

以及玛尼地震的野外考察结果［９］，可以判断出断

层的基本分段情况，将发震断层划分为７段
［５］。

２　基于敏感度迭代拟合的反演方法

断层几何反演首先假设各个破裂面的滑动值

为常数，以简化反演过程，提高反演效率和可靠

性，这样做的效果是将断层面上的非均匀滑动在

整个破裂面上分段平均。在断层几何参数确定

后，断层面的滑动值与观测得到的形变场之间呈

线性关系，可以采用最小二乘方法来求解断层面

上的滑动分布问题。大多数研究［２４］基于 Ｏｋａｄａ

弹性半空间模型［１０］，采用约束最小二乘法反演断

层面的滑动分布。模型中采用矩形元（三角元）将

断层面离散化成一些连续排列的均匀或者非均匀

的小矩形元（小三角元）。在反演中，对各个矩形

元（三角元）之间的滑动施加一定的光滑性约束，

从而避免滑动解的振荡。

本文采用 Ｗａｎｇ等
［１１］提出的基于敏感度迭

代拟合反演法（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ｉｔ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ＢＩＦ）来进行反演计算，在反演过程中，

利用敏感度来进行迭代运算，而不采用对矩形元

（三角元）施加光滑性约束的方法。在反演计算之

前，需要将断层面划分成大小合适的矩形单元，然

后计算各个单元在弹性半空间模型下的格林函数

值。该方法首先要计算这些断层片对地表位移的

最大贡献，通过残差方差降低值（ｒｍｓ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ｒｅ

ｄｕｃｔｉｏｎ）Δ狊来表征；相比于断层面上的其他位置，

主破裂面上具有更大的Δ狊。经验上，断层面的滑

动量与Δ狊存在着相关关系，因此这个滑动分布模

式是整个断层面的一阶近似。为了满足稳定性和

分辨率之间的平衡，将敏感度（格林函数模的平

方）作为方差降低值的权，然后采用最小二乘法来

确定这个敏感度和滑动分布，从而获取滑动分布

的一阶逼近。为了获取滑动分布的更高阶逼近，

需要重复以上过程（迭代），直到方差降低值达到

规定要求，从而得到最终的滑动分布。

在滑动反演中，还可以根据已知的断层滑动

特点，如左旋、右旋、走滑或倾滑等对反演过程施

加一定的约束。根据地面调查的结果［９］和地震学

的研究成果［１］，在反演过程中，对此加以考虑，将

断层运动约束为左旋性质。

３　滑动分布反演过程及分析

由于ＩｎＳＡＲ的干涉图中含有大量的观测数

据，本文中的三幅干涉图中共含有５０００万个观

测数据，因此，使用所有的观测值来进行反演工作

是不切实际的。为了得到较为合理的观测值，本

文按照文献［１２］中的方法对干涉图进行均匀采

样，生成了一个具有７３万观测值的数据集来进行

反演工作。

３．１　均匀性滑动反演

首先采用七段均匀滑动模型来反演玛尼地震

的断层参数。对于每一段，依据文献［５］中的图２

来固定断层的坐标（经度、纬度）、长度和走向。根

据地面考察资料［９］，可以假设断层的上边缘位于

地表。此外，虽然ＩｎＳＡＲ数据处理过程中使用了

精密轨道信息，但是干涉图中仍然存在残余的轨

道误差，因此，在反演模型中加入了线性函数来估

计轨道误差。在均匀滑动模型中，总共需要估计

２８个断层参数和１０个轨道线性参数。

由于地表形变与断层几何参数之间呈非线性

关系，因此采用遗传算法［１３］来搜索断层参数的最

优解，并且利用蒙特卡洛误差传递方法［１４］给出反

演参数的精度。均匀滑动模型的参数反演值见

表１，拟合的干涉图和残差图见插页Ⅰ彩图１，其

均方根误差为４０ｍｍ。表１表明，均匀滑动模型

的最大滑动量为６．１４±０．２０ｍ，位于第２段，其

深度为９ｋｍ。该结果小于Ｆｕｎｎｉｎｇ等
［２］的７．３２

ｍ，但大于 Ｗａｎｇ等
［３］的５．５ｍ和孙建宝等

［４］的

４．４ｍ。均匀滑动模型的平均倾角为８７．６°，滑动

角为－４．９°，表明玛尼断层为近似垂直的左旋走

滑断层。基于均匀滑动模型估计的地震矩为２．０８

×１０２０Ｎｍ（Ｍｗ７．５１），与地震学估计的结果
［１］

相近。

３．２　基于敏感度的迭代拟合反演

虽然均匀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ＩｎＳＡＲ同震

数据，但是与该模型相邻的断层之间的滑动量变

化较大，而且每段的滑动量保持不变，因此，该模

型不能精细地反映发震断层的空间分布规律。为

了得到更合理的滑动分布，下面采用基于敏感度

的迭代反演方法来拟合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按

照均匀滑动模型给出的断层几何结构（位置、长

度、走向、倾角等）将均匀模型的断层面宽度拓宽

到２４ｋｍ，并将断层面划分成２４６个矩形元。然

后利用基于敏感度的迭代拟合反演方法进行反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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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七段式均匀滑动模型断层参数

Ｔａｂ．１　ＢｅｓｔｆｉｔＦａｕｌ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ＵｎｉｆｏｒｍＳｌｉｐＭｏｄｅｌ

经度／（°） 维度／（°） 长度／ｋｍ 走向角／（°） 倾角／（°） 宽度／ｋｍ 滑动量／ｍ 滑动角／（°）

１ ８７．８２３ ３５．３２８ １６．１ ２４６．０ ７４．６±１．６ １２．６±０．７ １．６３±０．１１ －１８．２±１．０

２ ８７．４１８ ３５．２５９ ３７．６ ２５７．９ ８３．３±０．６ ９．０±０．３ ６．１４±０．２０ ０．５±０．７

３ ８７．２６７ ３５．２４９ １３．８ ２６５．２ ８６．９±０．６ １２．３±０．４ ６．０２±０．２２ －５．０±１．２

４ ８７．１００ ３５．２１０ １５．８ ２５４．０ ９８．３±０．７ １１．５±０．５ ５．０２±０．２１ －６．８±１．３

５ ８６．８１５ ３５．１８８ ２６．１ ２６４．７ ９２．６±０．５ １４．４±０．７ ４．０３±０．２２ ０．０±１．３

６ ８６．６０２ ３５．１１２ ２１．２ ２４６．７ ８８．９±１．２ ７．７±０．８ ２．６７±０．２４ －３．６±１．９

７ ８６．１９２ ３５．０６０ ３７．８ ２６１．６ ８３．９±２．１ １０．１±１．０ １．６６±０．１３ －１．３±２．２

演，反演一共迭代了２０００次，最后得到的滑动分

布图见插页Ⅰ彩图２。从插页Ⅰ彩图２中可以看

到，反演得到的滑动量呈现集中分布，断层的最大

滑动量为６．７８ｍ，位于第２段的中央处。并且滑

动量分布主要在沿断层走向的１２～１１２ｋｍ 之

间，这与地面观测［９］到的破裂长度１００ｋｍ非常

吻合，其分布的主要深度集中在０～１６ｋｍ的范

围内。依据该模型得到的地震矩为２．０１×１０２０

Ｎｍ（Ｍｗ７．５０）。该模型的拟合残差为２４ｍｍ，

远小于均匀滑动模型的残差。

插页Ⅰ彩图３为基于敏感度迭代拟合反演给

出的拟合干涉图和残差图。将其与均匀滑动模型

的反演结果进行比较（见插页Ⅰ彩图２），可以看

到，形变场的整体形态与观测数据更为接近，特别

是近场（靠近断层部位）条纹的局部变化等细节得

到了反映，反映了基于敏感度迭代反演与均匀反

演之间的差别。除了近断层地表破裂的复杂性和

局部的解缠误差外，没有其他明显的形变局部化

特征，说明形变场中主要是弹性形变，并且震后８

ｄ的震后形变也不会对同震形变场造成太大的影

响。基本上，玛尼地震的同震形变可以较好地通

过该模型来进行解释。

４　结　语

１９９７年玛尼地震及其后的２００１年可可西里

地震均发生在藏北地区的东昆仑断裂带上，表明

该地区具有活跃的构造运动。尽管该地区地处无

人区，地震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造成的影响很小，

但是它对理解青藏高原的运动模式却有着重要的

理论意义。虽然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野外调查难

以完全展开，但是在没有地面观测数据的情况下，

利用雷达卫星却可以获取到非常完整清晰的地震

同震形变场。

同震形变场与发震断层的几何参数呈非线性

关系，需要通过优化方法来获取断层的几何参数。

基于弹性半空间位错模型，结合利用相干系数和

方位向偏移量得到的断层位置，用分段模型来表

征断层，通过遗传算法反演给出了均匀滑动模型

下的断层几何参数和滑动分布。在已知断层的几

何条件下，断层滑动分布与同震形变场之间为线

性关系，可以采用最小二乘法来获取断层面上的

非均匀滑动分布。与前人［２４］的研究不同，本文没

有对断层面上的滑动分布进行光滑性约束，而是

采用了基于敏感度的迭代反演方法来获取断层面

的非均匀滑动，使得滑动分布更符合实际情况。

对比反演得到的干涉图与观测给出的同震形

变场，可以看到，反演得到的形变场与观测数据非

常接近，近场条纹的局部变化也得到了较好的体

现。除了近断层位置由于地表破裂的复杂性和局

部解缠误差的影响外，没有其他明显的形变局部

化特征，说明同震形变场中主要是弹性形变的信

息。由此，玛尼地震的同震形变场可以通过基于

敏感度的迭代反演模型来进行解释。

致谢：感谢欧空局（ＥＳＡ）提供的ＥＲＳ２卫星

雷达数据（ＣＡＴ１，ＩＤ３３９２）以及汪荣江博士提供

的ＳＢＩＦ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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