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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震前扰动异常的震源区定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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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汶川８．０级地震发生前，震区及周围数百ｋｍ范围内青海、四川地区定点前兆

观测获得的、类似前驱波特征的扰动异常，根据其异常分量、幅度、出现时间、空间位置与所处构造断裂展布等

信息，构建“源兆信号”传播函数，借助拟牛顿最小二乘法反演可能的“未来震源区”。所得模拟震源位于龙门

山断裂北段，距实际震中约１３４ｋｍ，传播起始时间为震前近１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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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７．１

　　短临地震预报的关键在于寻找来自“未来震

源区”的异常信号。文献［１］报道了美国加州用应

变地震仪记录到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２日智利７．２级地

震的周期为３００～６００ｓ的前驱波，此后，国内外

对前驱波陆续有报道［２８］。前驱波是指叠加在正

常固体潮变化或背景噪声基础上、以毛刺或固体

潮畸变为主要特征的扰动变化，一般出现在震前

数ｈ至数ｄ时间段内，属于比较可靠的地震短临

前兆。

王庆良等在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子专

题《地震前驱波在短期预测中的应用研究》中总结

了两种类型的前驱扰动特征异常信号：第一类为

准连续性出现的异常扰动，即传统意义上的前驱

波信号，可远程传播；第二类为间歇性出现的幕式

慢粘滑异常，一般出现在震前数ｄ至数月、甚至１

～２ａ时间内的近场区域（应变类测项３００～５００

ｋｍ），具有中短期源兆意义。从机理上看可能产

生于孕震区（断层脆性层或脆韧转换带）微破裂、

慢粘滑粘滑过程中激发的长周期扰动，或者时间

上密集发生的幕式慢粘滑事件相互叠加形成的准

连续性扰动信号。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１４时２８分四川省汶川县

龙门山断裂上发生８．０级特大地震
［９，１０］，震区周

围数百ｋｍ范围内，只有青海省乐都、湟源、玉树、

德令哈定点前兆台站，震前２～５ｈ观测到类似前

驱波特征的扰动信号［１１］（见图１），震中距６１８～

８９１ｋｍ。文献［１２］发现，距汶川震中１５０余ｋｍ

处四川省姑咱台钻孔应变２００７年６月下旬以来

出现明显毛刺状异常，文献［１１］总结其为幕式慢

粘滑异常，两者均认为对汶川地震有预测意义。

文献［１３］认为山西省侯马、太原、代县台洞体应

变，朔州井、静乐井水位在大震前一天即５月１１

日１３时至１６时出现的、以低频前驱波特征为主

的扰动异常与汶川大震有关，震中距９０３～１２５４

ｋｍ。鉴于山西地区异常台站距汶川大震较远（基

本在１１００ｋｍ以上），而距震区更近的青海地区

异常台站（相对集中于逆冲为主的龙门山断裂上

盘的ＮＷ 向延伸区域）其异常出现时间反而比山

西地区晚将近１ｄ，故山西地区异常反映汶川地震

前驱波扰动的可信度相对青海地区低［１１］。本文

利用青海与四川地区类似前驱波特征的异常扰动

（包括慢粘滑信号），根据异常出现时间、空间位置

等信息，构建“源兆信号”传播函数，从时空进程上

借助拟牛顿最小二乘反演，进行可能的“未来震源

区”定位探索。

１　汶川大震前观测到的类似前驱波

特征的扰动异常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汶川大震发生前２～５ｈ，

青海省乐都、湟源、玉树、德令哈４个台站水平摆

倾斜或钻孔倾斜测项观测到类似前驱波特征的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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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汶川震区周围数百ｋｍ范围内类似前驱

波特征的扰动异常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Ａｂｎｏｒｍｉｔｙｗｉｔｈ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Ｗａｖｅｉｎ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ｒｅａａｎｄＮｅａｒｂｙＷｉｔｈｉｎ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

动信号（图２观测曲线中虚线框内扰动变化），落

实异常时均未找到确定的干扰因素，乐都、湟源、

图２　汶川地震前数小时乐都、湟源、玉树、

德令哈台类似前驱波特征的扰动异常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Ａｂｎｏｒｍｉｔｙｗｉｔｈ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ＷａｖｅｏｎＬｅｄｕ，Ｈ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Ｙｕｓｈｕ，Ｄｅｌｉｎｇｈａ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ｖｅｒａｌＨｏｕｒｓＢｅｆｏｒ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玉树、德令哈台站距汶川震中分别约为６１８ｋｍ、

６６０ｋｍ、６３１ｋｍ、８９１ｋｍ。从扰动异常出现时间

来看，先乐都（５月１２日９时６分以后）、后湟源

（１２日１０时１７分以后），最后是玉树（１２日１２时

３０分以后）与德令哈台站（１２日１２时２２分以

后）。总体上有由东向西扩展的趋势，即靠近震中

的台站异常略早出现；从异常幅度来看，距震中最

近的乐都台站波动幅度最大（２６３．７ｍｓ）。扰动分

量既有北南向（德令哈、湟源台站）、也有东西向

（玉树、乐都台站）。从以往研究来看，扰动分量一

般指向或背离地震方向，若 ＮＳ与ＥＷ 向均出现

扰动，震源可能在台站的近 ＳＥＮＷ 方向
［４，１１］。

从各台站空间位置来看，相对集中于龙门山断裂

上盘（北西侧）的延伸区域，也是青藏块体东北部

ＮＷＷＮＷ 向断裂优势分布的构造区域。大体上

有异常由东向西扩展迁移、程度衰减的趋势，可能

反映临震前断裂上盘的逆冲预滑影响。

此外，距汶川震中约１５０ｋｍ 处四川省姑咱

台钻孔应变四分量２００７年６月下旬以来（震前

１１个月）开始间歇性地出现幕式压性脉冲扰动信

号（见图３，以往观测曲线光滑），落实异常时也未

找到确定的干扰因素，排除了裂隙漏水等因素的

影响，仪器四分量互检，分析认为异常比较可

信［１１，１２］。汶川震后至２００９年１月逐渐减少，截

至２０１０年底近１ａ多的时间里异常完全消失、曲

线恢复光滑特性（因篇幅所限，仅选部分图件）。

２　可能的未来震源区定位探索

目前总结到的汶川大震前数百ｋｍ范围内类

似前驱波特征的５个扰动异常台站中，乐都、湟

源、玉树、德令哈４个台站，异常出现时间接近、特

征相似，均位于逆冲为主的龙门山断裂上盘延伸

区域、基本沿青藏块体东北部ＮＷＷＮＷ 向构造

断裂走向展布，从异常出现时间、空间分布与异常

幅度上看，总体有由东向西扩展迁移、程度衰减的

趋势，可能来自同一个“源”；而四川姑咱台钻孔应

变测项，其间歇性出现的脉冲扰动信号表现为一

种幕式慢粘滑异常形态特征，出现时间与前４个

台站差异很大，更可能有近场预测意义。假设存

在一个“源兆信号”，向外以均匀速度传播，这个

“源”的经纬度换算成高斯平面坐标为（狓０，狔０），传

播速度为犪（单位为ｋｍ·ｈ－１），传播起始时间为

狋０（单位为ｈ），而类似前驱波特征的扰动异常台站

经纬度换算成高斯平面坐标为（狓１，狔１），（狓２，狔２），

（狓３，狔３），（狓４，狔４），定义“源兆信号”传播函数为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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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汶川地震前姑咱台钻孔应变慢粘滑事件

Ｆｉｇ．３　ＳｌｏｗＳｔｉｃｋｓＳｌｉｐ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Ｓｔｒａｉｎ

ｏｆＧｕｚａ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犪（狋－狋０），狋为传播到某处的时间，那么可借助拟

牛顿最小二乘反演方法［１４］，求取使目标函数

犳（狓０，狔０，犪，狋０）＝∑
４

犽＝１

（ （狓０－狓犽）
２＋（狔０－狔犽）槡

２

－犪（狋犽－狋０））
２最小的待定参数狓０、狔０、犪、狋０。可

取四川姑咱站经纬度（１０２．１８°Ｅ，３０．１２°Ｎ）为

“源”的经纬度初值，转换成高斯平面坐标即为

（狓０，狔０）初始参数，高斯转换时中央子午线经度取

１００°；并根据乐都、湟源、玉树、德令哈４个台站距

汶川震中距离及异常出现时间粗略估算传播速

度、起始时间的初值为９１ｋｍ／ｈ与２．２ｈ（从５月

１２日９时至１２时，由震中距６１８ｋｍ的乐都传播

至８９１ｋｍ远的德令哈台），反演所得参数及相应

中误差值见表１，所得模拟震源位于龙门山断裂

北段，也即汶川大震主破裂带（长达２４０多ｋｍ
［９］）

的北段；经纬度为（１０３．８７°Ｅ，３２．１１°Ｎ），距实际

震中约１３４ｋｍ（距反演起始点即姑咱台约２７５

ｋｍ），传播起始时间约为震前１２．７０ｈ，即５月１２

日１点４６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待反演的传播函数

与 实 际 结 果 之 差 （狓０－狓犽）
２＋（狔０－狔犽）槡

２ －

犪（狋犽－狋０），犽＝１，４为非线性函数，要进行对其平

方和最小化的拟牛顿最小二乘反演，必须给定初

始参数、借助迭代计算实现。迭代终止准则为当

前迭代参数与上一次迭代参数产生的目标函数间

差异的绝对值趋于零（规定“≤１×１０
－１０”）及导数

向量趋于零（规定１０－６量级及以下，４个参数分量

实际结果为３×１０－８～４×１０
－６），故求得的至少是

初始参数周围一定范围内的局部最优解，反映模

拟震源位置、传播速度、起始时间的一种可能性。

也就是说，在认为姑咱台可能是近场源兆、模拟震

源距其应该不会太远的前提下获得的一种相对合

理的反演结果。此外，鉴于异常台站只有４个，如

表１　反演所得源兆信号传播函数参量

Ｔａｂ．１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参数
正东向高斯平面

坐标狓０／ｋｍ

正北向高斯平面

坐标狔０／ｋｍ

速度犪／

（ｋｍ·ｈ－１）

起始时间狋０／ｈ

５月１２日零时起

拟合中误差

／ｋｍ

初值 ２１０．１２ ３３３５．４２ ９１．００ ２．２０
５６．２２

反演终值 ３６５．５１±１６．６５ ３５６０．７３±１６．４０ ６９．２４±４．６５ １．７７±０．７０

果能再多一些（要实现反演，异常台站数不能少于

待定参数个数），还可以增加一个待定参数即传播

加速度，相对本文所用匀速传播函数，其拟合效果

会有所改善。而本文涉及的异常台站基本位于震

中的 ＮＷ 即单方向，如果某次地震前周围数百

ｋｍ区域多方向地出现前驱扰动特征异常信号，

模拟结果的可靠性与全局最优性也会更好。

３　结　语

汶川震前２～５ｈ，距汶川震区６１８～８９１ｋｍ

的青海省乐都、湟源、玉树、德令哈４个台站形变

类测项观测到类似前驱波特征的扰动异常信号；

而距汶川震中１５０余ｋｍ处四川省姑咱台钻孔应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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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四分量汶川震前１１个月开始间歇性地出现幕

式压性脉冲扰动信号，落实异常时均未找到确定

的干扰因素，异常比较可靠。总体上，从异常出现

时间与空间位置、特征、异常幅度来看，有由汶川

震区附近向外扩展迁移、程度衰减的趋势，可能来

自同一源。

若构建“源兆信号”传播函数，通过拟牛顿最

小二乘法可以反演可能的“未来震源区”。所得一

种可能的模拟震源位于龙门山断裂即汶川大震主

破裂带的北段，距实际震中约１３４ｋｍ，传播起始

时间约为震前１２．７０ｈ，即５月１２日１点４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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