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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０８１１１０青海大柴旦地区发生了 Ｍｗ６．３级地震，其发震断层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大柴旦宗务隆

山断裂带。利用欧空局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卫星雷达影像数据，采用二通差分干涉技术获得了地震的同震地表形变

场，基于１Ｄ协方差函数估计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的中误差为０．５２ｃｍ，方差协方差衰减距离为５．９ｋｍ。在此基

础上，采用弹性半空间矩形位错模型进行断层几何参数反演，并利用断层自动剖分技术确定了地震的最佳同震

滑动分布模型。结果表明，该地震的震源机制解为走向１０７．１９°，倾角５６．５７°，以逆冲为主兼具少量右旋走滑分

量；滑动分布主要发生在１０～２０ｋｍ深度范围内，最大滑动量为０．５１ｍ，释放的能量为４．３×１０１８Ｎｍ。

关键词：断层自动剖分；大柴旦 Ｍｗ６．３级地震；ＩｎＳＡＲ；反演；震源机制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７；Ｐ２２５．１

　　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区属于由阿尔金断裂、祁

连海原断裂以及东昆仑断裂等３条巨型走滑断裂

所围限的柴达木祁连活动地块
［１］，是青藏高原向

大陆内部扩展的前缘部位，也是其最新的和正在形

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祁连海原断裂带是青藏高原

东北缘地区２０世纪上半叶７级以上地震的主要活

动区域，在该带及其邻区共发生过７次７级以上地

震［２］。近５０ａ来，该区域进入了长时间的７级地震

平静区。

２００８１１１０在青海大柴旦地区发生了 Ｍｗ６．３

级地震，这次地震的发震断层是大柴旦宗务隆山

断裂带（封三彩图１），该断裂带是祁连海原地震带

的南边界断裂。野外地质考察［３］表明，大柴旦宗

务隆山断裂带由多条次级断裂组成，是夹持在西侧

ＮＥ向阿尔金大型走滑断裂与东侧ＮＮＷ向鄂拉山

右旋走滑断裂带之间的构造转换过渡断裂，长达

３００ｋｍ。该断裂带东段第四纪经过了多次逆冲活

动，晚更新世全新世活动显著，平均垂直滑动速率

为０．４１±０．２７ｍｍ／ａ
［４］。

在基于ＩｎＳＡＲ资料的地震震源机制反演过程

中，为了获取更为精确的断层滑动模型，需要将断

层面上的非均匀滑动在整个破裂面上进行分段或

区域平均，即将发震断层面离散成一系列的矩形元

或三角元等。在这个离散过程中，通常采用均匀剖

分［５６］和人为设定剖分方式（如上小下大的形式）［７］

等方法。但是按照这两种离散剖分方式反演得到

的滑动分布在断层面的某些位置上会呈现出太多

的细节，以及给出一些基于数据本身所不能完全确

定的滑动（伪滑动）特征；或者，得到的滑动分布太

过于平滑以至无法得到更为精细的分布特征。本

文采用基于观测数据的断层自动剖分技术［８］来确

定断层面上更为精确的滑动分布特征，给出了大柴

旦地震的最优断层滑动分布模型。

１　犐狀犛犃犚数据处理及同震形变场分析

１．１　犐狀犛犃犚数据处理

大柴旦地震发生后，通过中国科技部和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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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ＥＳＡ）联合资助的“龙计划”二期国际合作项目

收集了覆盖此次地震的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雷达影像

（封三彩图１中蓝色矩形框覆盖范围），经过筛选

对比，最终选取了２００８１１０５和２００９０１１４的两

景影像（表１），采用二通法来获取此次地震的同

震地表形变场。

本研究所使用的ＩｎＳＡＲ平台为Ｃａｌｔｅｃｈ／ＪＰＬ

的ＲＯＩ＿ＰＡＣ３．０．１软件
［９］。处理过程中采用了

ＥＳＡ提供的ＤＯＲ精密轨道来修正轨道误差以及

利用９０ｍ分辨率的ＳＲＴＭＤＥＭ
［１０］来去除地形

影响；采用了基于能量谱的局部自适应滤波方法

对干涉图进行滤波；最后采用枝切法解缠得到差

分干涉相位，得到了经过地理编码后的大柴旦地

震同震形变图（封三彩图２）。

表１　研究中使用的犈狀狏犻狊犪狋／犃犛犃犚卫星雷达影像信息

Ｔａｂ．１　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Ｒａｄａｒ

Ｉｍａｇｅ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成像时间 轨道
垂直基

线／ｍ

时间间

隔／ｄ

中误差

／ｍｍ

衰减距

离／ｋｍ

２００８１１０５ ３４９１３

２００９０１１４ ３４９３４
９８ ７０ ５．２ ５．９

１．２　同震形变场分析

从封三彩图２中可以看到，形变区覆盖了大

柴旦地震的整个震中区域。除了部分被湖泊和冰

雪所覆盖区域外，整个干涉图相位连续，条纹光滑

清晰，差分干涉图上出现了两个干涉条纹，表现为

一个清晰的椭圆状分布，ＮＮＥ向长约３５ｋｍ，

ＮＥＥ向长约４５ｋｍ。雷达视线向（ｌｉｎｅｏｆｓｉｇｈｔ，

ＬＯＳ）的最大位移量达到８ｃｍ，远场形变量接近

于０（封三彩图２）。

在ＩｎＳＡＲ差分干涉图中，同时包含有大气效

应、卫星轨道、ＤＥＭ误差和热噪声等多种误差，这

些误差对干涉相位的影响方式和量级各不相同，

常规的误差估计方法难以确定干涉图的误差大

小。本文使用１Ｄ协方差函数
［１１］来描述干涉图中

误差的特征（包括量级和空间尺度）：

犆犻，犼 ＝σ
２ｅ
－
狉
α （１）

式中，犆犻，犼为相距狉的像素犻和犼之间的协方差函

数；σ
２ 是整个影像的方差；α是误差衰减距离，计

算得到的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的中误差为０．５２

ｃｍ，方差协方差衰减距离为５．９ｋｍ（表１）。

２　基于断层自动剖分的滑动分布反

演

　　封三彩图２的干涉图中包含有几十万个观测

数据，考虑到计算效率和反演的可行性，本文采用

四叉树采样法［５］对封三彩图２中的干涉图进行了

离散采样，同时为了消除同一条轨道的卫星入射

角和轨道方位角变化所带来的误差，根据四叉树

采样后得到的采样点位置计算实际的卫星入射角

及其轨道方位角，最终得到５４０个采样点的ＬＯＳ

向形变量和相应的观测矢量。

２．１　单一均匀断层模型

从干涉图的条纹分布（封三彩图２）可以看

出，此次地震的发震断层结构比较简单，因此，本

文采用单一均匀滑动模型来获取地震的断层几何

参数，具体包括有断层位置、长度、上顶埋深、底界

深度、走向、倾角等。此外，虽然在ＩｎＳＡＲ数据处

理过程中使用了精密轨道数据，但是干涉图中仍

然存在残余的轨道误差，在反演模型中我们采用

一次线性多项式狕＝犪狓＋犫狔＋犮来估计轨道误差，

其中狓和狔分别是ＩｎＳＡＲ观测值的坐标。

反演过程中，需要解方程：

犱ＩｎＳＡＲ ＝犌犿＋ε （２）

式中，犱ＩｎＳＡＲ为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观测值；犌为设计

矩阵，包括将发震断层和观测数据联系起来的格

林函数以及轨道拟合参数（犪、犫和犮）；犿为包括断

层位置、深度、长度、滑动量和轨道拟合参数等所

组成的参数集；ε为观测误差。

本文采用单纯形法［１２］来反演断层参数的最

优解，并基于蒙特卡洛方法给出了反演结果的精

度。均匀滑动模型反演得到的断层参数见表２，

从表２中可知断层走向为１０７．１９±０．０１°，倾向为

５６．５７±０．０２°。该断层上顶埋深为１１．８６±０．０１

ｋｍ，反演结果的精度（表２）表明反演得到的模型

参数非常稳定。单一均匀断层模型反演得到地震

矩为３．１×１０１８ Ｎｍ，小于 Ｈａｒｖａｒｄ给出的４．１×

１０１８Ｎｍ和ＵＳＧＳ给出的４．０×１０１８Ｎｍ（表２）。

２．２　基于断层自动剖分的滑动分布模型

在同震滑动分布反演中，通常将断层面均匀

地离散成相同大小的断层片［５，６］或者按照人为设

定的断层元尺寸［７］来进行剖分，由此得到的滑动

分布通常都不是观测数据所对应的最优结果。表

现为反演得到的滑动分布在断面的某些位置上呈

现出太多的细节以及给出了一些数据所不能确定

的滑动（伪滑动）特征；或者，得到的滑动分布太过

于平滑以至于无法得到较为细致的特征。在大多

数情况下，反演给出的结果同时具有以上特征。

为了得到一个最优的断层滑动分布模型，本研究

采用了断层自动剖分方法［８］来建立滑动分布

模型。

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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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８年青海大柴旦 犕狑６．３级地震震源机制解

Ｔａｂ．２　Ｓｏｕｒ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２００８Ｄａｃｈａｉｄ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Ｑｉｎｇｈａｉ

模型 经度／（°） 纬度／（°） 上顶埋深／ｋｍ 长度／ｋｍ 宽度／ｋｍ 走向／（°） 倾向／（°） 滑动角／（°）地震矩／（Ｎｍ）

ＵＳＧＳａ ９５．３１７ ３７．５４３ ２２   １１５ ７２ １０５ ４．０×１０１８

Ｈａｒｖａｒｄｂ ９５．７５ ３７．５１ ２７．２   １０８ ６７ １０６ ４．１×１０１８

ＩｎＳＡＲｃ
９５．８８４７

±０．０００１

３７．６５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１１．８６

±０．０１

１５．５０

±０．０１

６．７０

±０．０２

１０７．１９

±０．０１

５６．５７

±０．０２

１０１．８９

±０．０５
３．１×１０１８

ＩｎＳＡＲｄ ９５．８８４７ ３７．６５０５ ０ ３５ ３０ １０７．１９ ５６．５７ １０８．７ ４．３×１０１８

　　注：ａ）ｈｔｔｐ：／／ｎｅｉｃ．ｕｓｇｓ．ｇｏｖ／ｎｅｉｓ／ｅｑ＿ｄｅｐｏｔ／２００８／ｅｑ＿０８１１１０＿ｚｆａｅ／ｎｅｉｃ＿ｚｆａｅ＿ｃｍｔ．ｈｔｍｌ；ｂ）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ｃｍｔ．ｏｒｇ／ＣＭＴｓｅａｒｃｈ．

ｈｔｍｌ；ｃ）单一均匀断层模型；ｄ）基于断层自动剖分的断层滑动分布模型。

　　在非均匀滑动模型反演中，需要寻求同时最

小化模型拟合残差和模型粗糙度的待求参数集

犿，即

ｍｉｎ
犌

λ"

［ ］２ 犿－
犱ＩｎＳＡＲ［ ］
０

（３）

式中，
"

２为二阶拉普拉斯平滑算子；λ为平滑因

子。值得一提的是，平滑因子λ的确定方法有很

多，包括选择
"

２曲线的拐点作为最优值［５］，

ＡＢＩＣ
［１３］、交叉检验［１４］等方法。本文采用ｊＲｉ方

法［８］来确定平滑因子λ：

ｊＲｉ＝

犱ＩｎＳＡＲ－犌（ ）犿 ２
＋∑

２狀＋３

犻＝１

犌犆犱犌
Ｔ

狀
（４）

式中，犆犱 为观测值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相比其

他确定平滑因子的方法，ｊＲｉ方法综合考虑了观测

数据质量和模型分辨率。反演过程中的ｊＲｉ与 !λ

关系见图１，从图１中可以看出，ｊＲｉ方法选取了

ｊＲｉ取最小值时的λ作为模型反演的最终值，即λ

取２１．５。一旦λ选定后，可以计算广义逆犌
－犵：

犌－犵 ＝
犌

λ"

［ ］２
Ｔ

×
犌

λ"

［ ］（ ）２

－１

犌Ｔ （５）

由此得到模型分辨率矩阵犚：

犚＝犌
－犵犌 （６）

图１　ｊＲｉ与 !λ关系图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Ｃｕｒｖ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ｊＲｉａｎｄ !λ

　　对于同震滑动分布而言，分辨率矩阵犚中的

每一行表示净滑移在相关断层片中的平滑程

度［１５］。即如果断层模型合理，犚中每行的滑动将

是一个中心位于对应断层片的δ函数。反之，该

滑动量将分布到其他相邻的断层片上。基于模型

分辨率矩阵犚，可以确定反演得到的断层模型是

否适定。

本文将断层长度延长至３５ｋｍ，断层宽度向

上拓宽至地表，向下拓宽至３０ｋｍ。首先采用三

角元将断层剖分为２０个断层片，然后根据式（６）

计算初始断层模型的分辨率矩阵以确定断层元的

最佳尺度大小，对尺寸大于相应尺度的断层片采

用四叉树采样法［５］进行进一步的剖分后重新计算

其矩阵分辨率矩阵。重复上述过程，直到各断层

片的尺寸都满足各自最佳断层尺度的要求，最终

得到的滑动分布模型见封三彩图３。

封三彩图４是基于断层自动剖分的非均匀滑

动模型的模拟干涉图结果以及残差分布，拟合结

果显示了非均匀滑动模型能很好地解释青海大柴

旦地震的ＩｎＳＡＲ同震地表形变场。残差中误差

约为２ｍｍ，最大的残差分布在图像的左上角和

右上角位置，这是由于解缠误差、地形误差及大气

误差的综合影响所造成的。此外，本文还提取了

过形变中心相互垂直的两条剖面线上的观测结果

和模型的拟合结果来进行比较（封三彩图２），结

果显示非均匀滑动模型的拟合残差都较小，在０

值附近。

３　讨论与结论

虽然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条件使野外调查和

传统大地测量技术难以完全展开，但是在没有地

面观测数据的情况下，本文利用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

卫星雷达影像数据获取了２００８１１１０青海大柴

旦地震的同震地表形变场，该形变场表现为一个

清晰的椭圆状分布。采用１Ｄ方差协方差函数对

其进行的误差分析表明，该同震形变场的中误差

为０．５２ｃｍ，与利用ＩｎＳＡＲ数据获取到的汶川地

震同震地表形变场精度相一致［１６］。

由四叉树降采样［５］原理可知，相对于形变变

化平缓区域，高形变梯度区具有更为密集的采样

点，即与远场区域相比，震中位置具有更多的采样

点，这意味着经过四叉树采样后的观测数据能够

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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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浅层滑动提供更多的约束，这可以在最优滑动

模型（封三彩图３）中得到了证实。从封三图３中

可以看到，与均匀剖分技术不同，基于断层自动剖

分技术给出的滑动分布模型的位于断层上部的区

域具有更多更小尺度的三角元，这表明这些位置

上的滑动分布具有更好的分辨率，即这些区域得

到了更多的数据约束。

利用获取到的地表同震形变场反演给出的发

震断层走向为１０７．１９°，倾向为５６．５７°，以逆冲为

主兼具少量右旋走滑分量（滑动角１０１．８９°）。该

断层没有出露地面，对地面建筑具有一定的破坏。

采用该断层几何参数，利用断层自动剖分技术获

取了地震的最优滑动分布模型。该最优断层模型

由１１８个三角断层片组成，在这些三角元中，边长

最短为１．８ｋｍ，最长为１１．８ｋｍ。反演得到的最

优地震滑动分布呈椭圆状分布，主要发生在深度

１０～２０ｋｍ的范围内，最大滑动量为０．５１ｍ，平

均滑动角为１０８．７°。此外，断层面中上部０～４

ｋｍ深度的位置还有一个滑动量为０．１ｍ的滑动

区。非均匀滑动模型给出的地震矩为４．３×１０１８

Ｎｍ（Ｍｗ６．３９），大于单一均匀断层模型给出的

３．１×１０１８ Ｎｍ（Ｍｗ６．２９），非均匀滑动模型给出

的结果与 Ｈａｒｖａｒｄ的４．１×１０１８ Ｎｍ（Ｍｗ６．３８）

和ＵＳＧＳ的４．０×１０１８ Ｎｍ（Ｍｗ６．３７）给出的结

果更为接近（表２）。

从反演得到的断层位置（封三彩图４）可以看

出，青海大柴旦地震发生在大柴旦宗务隆山断裂

带的南盘。在此之前，在该断裂带及其周边发生

过两次６级以上地震，这两次地震均发生在该断

裂带的中西部，其中２００３年以前的地震主要发育

在断裂带的北盘，这可能意味着大柴旦宗务隆山

断裂带的地震活动向南迁移［３］。此外，近５０ａ

来，该地区进入了长时间的７级地震平静期，随着

２００８０５１２四川汶川 Ｍｗ７．９级地震所带来的青

藏块体内部的应力持续调整，青藏高原东北缘，尤

其是祁连山地震带的东南部地区应该受到重点关

注。

致谢：感谢中国科技部和欧洲空间局（ＥＳＡ）

联合资助项目（龙计划二期）提供的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

ＳＡＲ数据（ＩＤ：５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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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论地理国情监测的技术支撑　　　　　　　　　　　　　　李德仁，等

 结构光系统结合数码相机的小物体高质量纹理重建 郑顺义，等

ＰＳＩｎＳＡＲ方法探测意大利拉奎拉地震形变过程分析 罗三明，等

 面向多接收模式的ＧＮＳＳ互操作信号调制 姚　铮，等

 地面激光扫描球形标靶的球心误差研究 张　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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