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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ＧＰＳ观测的ＴｏｋａｃｈｉＯｋｉ地震及强余震引起的地表位移，采用基于敏感性探测的方法反演了两

次地震分别引起的断层滑移。反演过程中，考虑了更切合实际的分层地球模型和断层面几何形状。主震和强

余震滑移量的最大值分别为３．０７ｍ和０．３３ｍ，相应的矩震级分别为 Ｍｗ７．９４和 Ｍｗ７．１，与地震波形反演

的结果基本一致。另外，从主震和强余震的滑移分布来看，强余震的滑移主要分布在主震破裂较小的区域，一

种合理的解释是，主震的破裂过程增加了邻区断层面上的能量积累，导致了强余震的发生。

关键词：ＴｏｋａｃｈｉＯｋｉ地震；ＧＰＳ；同震形变；位错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

　　 日本北海道地区处于太平洋板块和北美板

块的交界处，在其东南部的千岛海沟，太平洋板块

沿Ｎ６０°Ｗ 以约８ｃｍ／ａ的速度向北美板块俯

冲［１］。受北美洲板块俯冲的影响，北海道附近海

域频繁发生逆冲型大地震［２］。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６

日，Ｍｗ８．１ＴｏｋａｃｈｉＯｋｉ地震就发生在这一区

域，震中位于北海道海岸约８０ｋｍ，在主震发生约

７８ｍｉｎ后，一个 Ｍｗ７．４强余震发生在主震西南

区域，两次地震均造成明显的地表形变［３］。为研

究这次地震与历史地震的关系和俯冲带断层面的

破裂情况，精确获得这两次地震的破裂模型显得

尤为关键。

基于观测的地震波形资料和强震仪数据，

Ｙａｇｉ等
［４］、Ｙａｍａｎａｋａ等

［５］和 Ｔａｎｉｏｋａ等
［６］分别

反演了 ＴｏｋａｃｈｉＯｋｉ地震的震源机制和破裂过

程。利用远台地震波形资料可以较好地约束断层

破裂随时间变化的过程，但存在反演的模型空间

分辨率不高的缺点。另外，在利用强震仪数据反

演地震破裂模型时，需要进行两次积分得到地表

位移变化，但在数值积分过程中会出现漂移现象，

进而造成反演结果的不准确［７］。

空间大地测量技术的发展和观测精度的提

高，为反演地震的同震位错分布提供了条件，观测

台网密度的增加也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基础。重要

的是，近场静态同震形变观测可对断层滑移的空

间分布提供较强的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利用地震波反演位错模型的不足。根据观测的

ＧＰＳ同震位移和高频 ＧＰＳ序列，Ｍｉｙａｚａｋｉ等
［２］

和Ｏｚａｗａ等
［８］分别研究了 ＴｏｋａｃｈｉＯｋｉ地震的

静态位错模型和动态破裂过程。但是，他们利用

ＧＰＳ静态位移进行反演时，多是采用均匀半空间

模型。Ｊｉ等
［９］在研究 ＣｈｉＣｈｉ地震的位错模型

时，发现近似采用均匀半空间模型对反演结果存

在一定的影响，而选用分层地球模型则能更好地

拟合地表观测数据。另外，之前的研究都是采用

一个平面位错模型，即对平面上每个子断层采用

相同的倾角，但实际上，板块的俯冲并不是按照

一个均匀的倾角，而是倾角随深度的增加而变

大［１０］。

本文基于观测的 Ｍｗ８．１ＴｏｋａｃｈｉＯｋｉ地震

及 Ｍｗ７．４强余震引起的静态地表位移，采用较

实际的分层地球模型和断层面几何形状，分别反

演了主震和强余震引起的断层滑移，并分析了两

次地震引起的破裂分布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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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断层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１　数　据

根据日本ＧＰＳ地球观测网络（ＧＥＯＮＥＴ）记录

的３０ｓ采样间隔的连续观测资料，Ｌａｒｓｏｎ等
［３］先

采用ＧＩＰＳＹ软件解算３０ｓ采样的点位变化，然后

利用Ｋａｌｍａｎ滤波技术估计了ＴｏｋａｃｈｉＯｋｉ地震主

震和 Ｍｓ７．４余震分别引起的静态地表位移（封二

彩图１（ａ）、１（ｂ））。这种技术成功分离了主震、强

余震及两次地震之间断层余滑引起的地表位移，为

进一步研究断层破裂情况和震后形变提供了重要

的数据基础。本文采用 Ｌａｒｓｏｎ等
［３］计算的两次

地震的同震位移为约束，进行地震同震滑移反演。

由封二彩图１可知，主震和强余震引起的地壳

形变在水平方向上大致呈东东南向，显示出明显

的逆冲断层的性质，且随到震中距离的增加而明显

减小，但位移方向变化不大，说明北海道地区的构

造背景并不复杂。主震和余震引起的地表形变量

最大值分别约为１ｍ和０．１ｍ，两者约相差一个量

级，这也暗示两次地震所释放的能量的巨大差异。

２　方法和参数设置

２．１　犛犅犐犉反演方法

本文采用 Ｗａｎｇ等提出的ＳＩＢＦ（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ｉｔｔｉｎｇ）反演方法
［１１，１２］来计算Ｔｏ

ｋａｃｈｉＯｋｉ地震及强余震的破裂模型。这种方法

采用有限断层的方式表示任意形状的地震断层。

首先，探测每个子断层解释观测值的潜力，定义

Δσｒｍｓ为残差减少量，子断层滑移量越大，Δσｒｍｓ也

就越大，说明解释观测值的能力越强。因此，假定

第狓个子断层的滑移犛（狓）与它的Δσｒｍｓ相关，相

关系数由Δσｒｍｓ的大小确定。由此，可得到断层滑

移的一阶近似：

犛（狓）∝Δσｒｍｓ（狓） （１）

　　为了解决反演结果的稳定性和分辨率之间的

折中关系，每个断层Δσｒｍｓ被赋予一定的权值，权

的大小表示为‖犌（狓）‖α，其中，犌（狓）是格林函

数：

犛（狓）＝犃·Δσｒｍｓ（狓）·‖犌（狓）‖
α （２）

指数系数α取经验值，在０～１之间变化，α越大，

结果越平滑，但可能会降低计算值和观测值的吻

合程度。当Δσｒｍｓ的系数都确定后，采用最小二乘

法求解位移未知参数犃。若想得到更为精确的位

错模型，可采用同样的过程进行迭代计算。

２．２　参数设置

在反演过程中采用类似地震波形反演的方

法，采用更切合实际的分层地球模型，模型参数取

自文献［４］。考虑区域构造情况，设置断层走向角

为２５０°。综合前人的结果，构建更接近实际的断

层形状，设置断层倾角沿倾向由１０°线性变化为

３０°，弯曲断层面积为３５０×２５０ｋｍ２，每个子断层

的面积１０×１０ｋｍ２。

３　结果和讨论

基于以上的计算，得到了 ＴｏｋａｃｈｉＯｋｉ地震

及强余震的断层滑移情况，结果如封二彩图２所

示。主震的同震滑移最大为３．０７ｍ，分布深度约

４０ｋｍ，滑移主要分布在深度７０ｋｍ以上。得到

的主震的平均滑移角为１２６．６°，反演的滑移模型

的矩震级为 Ｍｗ７．９２，略小于地震波形反演的矩

震级结果，但是反演的滑移量明显小于地震波和

其他大地测量资料反演的结果，约为４～５ｍ，但

是笔者反演的断层破裂面积较大。从滑移方向来

看，在断层深部及滑移量较大震中附近，断层以倾

滑为主，但是，沿断层向东北方向，滑移有转变为

走滑为主的态势。反演的强余震的最大滑移量为

０．３３ｍ，约比主震小一个量级，另外，强余震相应

的矩震级为 Ｍｗ７．１，略小于地震波形反演得到

的结果。

前人的研究表明［１３１５］，同震破裂过程将引起

断层上应力的重新分配，影响破裂面周围区域的

应力状态。由于同震滑移较大的区域在破裂过程

中释放掉了积累的应变能，而这种能量的释放必

然引起邻区的能量积累，从而造成震后余滑和余

震主要发生在同震滑移量较小的区域。就本次地

震而言，主震和强余震的同震滑移分布于断层不

同区域，由封二彩图２和彩图３可知，强余震引起

的断层滑移主要分布在主震滑移西南区域，并且

在这一区域，主震引起的滑移较小。结合前人的

研究，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主震的发生增加了邻区

的能量积累，最终造成了强余震的发生。

根据反演结果模拟的两次地震的同震形变与

观测值的比较情况如封二彩图２所示，反演的断

层滑移模型能在较大程度上解释观测的两次地震

引起的地壳形变，并且在水平方向计算值和观测

值吻合程度较高。主震和强余震的计算值和模型

值在南北、东西和垂直３个方向的平均残差分别

为１．３８、１．０３、１．８３ｃｍ和３、３、５ｍｍ。由封二彩

图１（ａ）、１（ｄ）可知，在距离震中较远的地区，垂直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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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模型值和观测值的吻合情况较差，造成这种

现象的原因可能是ＧＰＳ本身在垂直方向的观测

精度较差造成的。另外，断层几何形状的简化、地

形的变化和介质的横向差异等因素也可能会导致

计算值和观测值间的差异。

由分层地球模型和均匀半空间模型计算结果

的比较 （封二彩图２（ａ）、２（ｂ））可以看出，采用两

种不同的地球模型对反演结果存在一定的影响，

与之前的研究一致［９，１６］。本文中，分层地球模型

较均匀半空间模型而言，把南北、东西和垂直３个

方向的均方根残差分别从１．６６、１．３４、１．９３ｃｍ提

升到１．３８、１．０３、１．８３ｃｍ，更好地拟合了观测的

ＧＰＳ位移。另外，采用均匀半空间模型反演的断

层滑移比采用分层模型计算的断层滑移更靠近地

表，并且反演的位错量也略大于分层模型的结果。

此外，在研究过程中，根据前人的相关研究结

果，首先固定了断层的位置、倾角和走向等几何参

数，但实际上，这些参数的影响相比于地球模型参

数对反演结果的影响更大，如在本文的研究中，设

置断层倾角由上而下从１０°线性变化为３０°，但如

果像其他研究者一样固定断层倾角为２０°，则反

演的结果会发生一定变化，主震最大滑移量会增

加到３．６ｍ，相应的矩震级也会增至Ｍｗ７．９９，更

接近他们的结果。但是，基于反演结果正演的地

表位移与观测值的均方根残差也会随之增加到

２．３、２．３、２．６ｃｍ，远大于现在的结果。

一般情况下，在没有可靠断层地表破裂数据

验证时，均方根残差将成为检验模型是否合理的

重要标准。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推测断层几何参

数的选取是造成反演的断层滑移量较小的主要原

因。在震源滑移模型反演时，首先应根据发震断

层的实际构造特征确定断层几何参数，在此基础

上考虑更切合实际的分层地球模型，将得到更合

理的位错模型。

４　结　语

本文以 ＧＰＳ观测的 ＴｏｋａｃｈｉＯｋｉ地震及强

余震引起的地表形变为约束，反演了两次地震的

破裂模型。在反演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地球分

层模型和断层几何形状的影响。根据反演的位错

模型计算的地表位移可以较好地解释观测的同震

位移。本文反演的断层滑移量小于其他的研究结

果，这可能主要是断层几何参数引起的。根据均

方根残差的比较，选取的参数是合理的，得到的结

果或许更接近真实。另外，由反演结果计算的地

表位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观测的同震地表形

变。

从主震和强余震破裂位置可以看出，强余震

破裂位置的主震滑移量较小，根据前人的研究，推

断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主震的破裂增加了强余震

破裂位置的应力积累，导致了强余震的发生。

根据ＧＰＳ观测的静态位移仅能得到静态的

位错模型，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高频

ＧＰＳ技术的发展使高精度地获取地表位移变化

的时间序列成为可能。以动态高频ＧＰＳ时间序

列为约束，将有可能获取高空间分辨率的动态位

错模型，这一技术已成为目前大地测量学和地震

学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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