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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时段的ＧＰＳ速度场，对块体刚体旋转模型、块体整体旋转与均匀应变模型及块体整

体旋转与线性应变模型的速度残差及无偏性进行估计；针对川滇块体东边界主要断裂带变形的复杂性，结合

３种块体变形模型，求得各断裂带的平均滑动速率，并给出了该研究区域断裂带的近场滑动速率。在确定各

断裂带可能变形宽度的基础上，利用断裂带构造变形定量分析方法确定了鲜水河安宁河则木河小江断裂

带的相对闭锁且剪切应变积累速度较高的异常区域为安宁河断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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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滇地区是我国大陆构造变形强烈、强震活

动频度高的地区，是研究地壳运动与应变积累及

其与强震关系的热点地区。许多学者已在该地区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１４］。这些研究对于认识

川滇地区地壳运动与应变积累状态及其机理有重

要意义。许多研究者给出了川滇地块边界带的变

形和应变积累方式、速度等方面大体一致的结果，

但不同研究者给出的研究结果存在一些差异。本

文采用中国地壳观测网络１９９９～２００７时段的

ＧＰＳ速度场精密解数据（共２０８个测点，速度场

平均误差为±１．１ｍｍ·ａ－１），通过块体变形模型

计算、剖面分析与地块边界断裂带构造变形定量

分析等，对川滇地块东边界鲜水河安宁河则木

河小江断裂带的相对运动与应变状态进行了分

段计算。

１　利用块体变形模型计算断裂带的

滑动速率

　　鲜水河安宁河则木河小江断裂带为川滇、

巴彦喀拉和华南３大活动地块交界部位的大型左

旋走滑活动断裂系统，是我国大陆晚第四纪构造

变形和强震活动最强烈的地区［５］，最近１５０多年

来发生７级以上强震达１０次之多，平均１０～１５ａ

一次。其动力学机制归结为：受印度板块北东向

推挤作用，青藏高原物质绕喜马拉雅构造带顺时

针运动，川滇地块的挤出滑移导致了东边界的左

旋剪切变形（见封二彩图１）。

虽然构造地震的孕育、发生过程很复杂，但导

致构造地震孕育和发生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是：

在地壳上部脆性层的震源区积累起足够大的弹性

应变能，积累弹性应变能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就是

在地质构造断裂带或活动地块边界带两侧产生差

异变形运动［６］。因此，选择合理的块体对研究断

裂带的运动特征非常重要。研究者已提出了多种

块体 模 型，其 中 代 表 性 的 是 刚 体 旋 转 模 型

（ＲＲＭ）、块体整体旋转与均匀应变模型（ＲＥＨ

ＳＭ）和 块 体 整 体 旋 转 与 线 性 应 变 模 型

（ＲＥＬＳＭ）
［７９］。模型是否能很好地反映实际块体

的运动状态和变形特征可以利用残差和无偏性来

判别，其中，无偏性利用Δ珚犞犲、Δ珚犞狀→０来衡量，即

残差中误差越小，Δ珚犞犲 和Δ珚犞狀 的值越小，该模型

对块体运动特征的描述越好。而对于某些块体来

讲，除块体边界存在着深大断裂外，其块体内部也

存在着断裂，在利用块体模型描述块体运动时，有

必要进一步划分块体。本文利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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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ＧＰＳ数据，对３个模型的残差及无偏性进行

了估计，同时，比较了川滇块体与细划分的川滇块

体的残差，进而利用不同模型求解断裂带的分段

滑动速率。

１．１　块体变形模型速度残差及无偏性估计

利用３个块体变形模型对速度残差进行求

解，如封二彩图２、３所示（限于篇幅仅给出了巴彦

喀拉块体及川滇块体的速度残差）。封二彩图２、

３中，红色箭头表示ＲＥＬＳＭ 速度残差；黑色箭头

表示ＲＥＨＳＭ速度残差；黄色箭头表示ＲＲＭ 速

度残差。首先，从封二彩图２、３中的各点残差可

以看出，ＲＥＬＳＭ 的残差小于其余两种模型的残

差； 其 次， 引 入 残 差 中 误 差 σ ＝

∑
狀

犻＝１

（Δ犞
２
犲犻＋Δ犞

２
狀犻）

２狀－槡 狉
（其中，狀为 ＧＰＳ点个数；狉

为模型参数），由计算的残差中误差的结果（见表

１）也可以看出，ＲＥＬＳＭ 值最小。因此，ＲＥＬＳＭ

对块体的描述优于其他两种模型。

表１　３个块体变形模型残差中误差结果／（ｍｍ·ａ－１）

Ｔａｂ．１　ＲＭＳ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Ｔｈｒｅ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ｍｍ·ａ－１）

块体 ＲＲＭ ＲＥＨＳＭ ＲＥＬＳＭ

华南 １．２２５ １．１５３ ０．９３４

巴彦喀拉 １．５９７ ０．８４８ ０．７６６

川滇 １．６９１ １．７４９ １．４１０

川北及川南 １．９６７ １．５１８ １．２３７

　　本文还计算分析了川滇块体及细划分的川滇

块体（川北及川南）速度残差（见封二彩图４）。封

二彩图４中，红色箭头表示川滇块体速度残差；黑

色箭头表示川北及川南次级块体速度残差。细划

分的川滇块体速度残差小于川滇块体速度残差的

ＧＰＳ站点约占５８％，川北及川南的速度残差与川

滇块体的速度残差相比未见明显改善，其主要原

因是ＲＥＬＳＭ考虑到了块体内部的非线性的变化

过程；从封二彩图４（ｂ）中可以看出，细划分后的

川滇块体的速度残差与川滇块体的速度残差相比

有了明显改善，也就是说，利用ＲＥＨＳＭ 描述块

体运动特征及变形特征时，对川滇块体进一步划

分较为合理。

本文引入Δ珚犞＝（Δ珚犞
２
犲＋Δ珚犞狀

２）
１
２，利用Δ珚犞 的

值度量模型的无偏性，Δ珚犞越小，模型的偏离程度

越小，模型越好。利用３个模型对不同块体的

Δ珚犞进行求解，ＲＲＭ求得的Δ珚犞小于０．０１ｍｍ·

ａ－１，ＲＥＨＳＭ求得的Δ珚犞 小于０．００５ｍｍ·ａ
－１，

ＲＥＬＳＭ求得的Δ珚犞 小于０．００２ｍｍ·ａ
－１。因

此，ＲＥＬＳＭ模型描述各个块体的运动特征最好。

１．２　利用块体变形模型计算断裂带滑动速率

本文综合利用ＲＲＭ、ＲＥＨＳＭ和ＲＥＬＳＭ计

算鲜水河安宁河则木河小江断裂带的平行断裂

带方向及垂直断裂带方向的滑动速率，并给出代

表不同含义的各断裂带滑动速率。根据地质学的

研究成果，将鲜水河安宁河则木河小江断裂带

分段。鲜水河断裂带分为北段、中段、南段；安宁

河及则木河断裂带不分段；小江断裂带分为北段、

中段、南段。表２为断裂带分段速率求解结果。

以丽江小金河断裂作为边界，将川滇地块划分为

川北和川南两个次级块体。表３为川滇块体划分

为川北、川南次级块体的求解结果。表２、３中，平

行断裂带速率正值代表右旋，负值代表左旋；垂直

断裂带速率负值代表拉张，正值代表挤压。

表２　断裂带相对运动速率／（ｍｍ·ａ－１）

Ｔａｂ．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ｏ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ｍｍ·ａ－１）

断裂带

分段

ＲＲＭ ＲＥＨＳＭ ＲＥＬＳＭ

平行 垂直 平行 垂直 平行 垂直

鲜水河北 －１１．８ －２．９ －７．３ －２．８ －３．３ －２．９

鲜水河中 －１２．２ －１．５ －７．３ －０．５ －３．２ －３．９

鲜水河南 －１２．４ －０．１ －６．３ １．３ －２．６ －６．３

安宁河 －９．８ ４．３ －７．０ ４．７ －６．９ ２．５

则木河 －８．８ －５．７ －７．２ －３．６ －６．５ －４．１

小江北 －１０．３ －４．２ －７．８ －２．７ －６．４ －２．５

小江中 －１１．２ －１．４ －８．７ －１．０ －６．０ －０．３

小江南 －１１．１ －３．９ －９．４ －３．５ －３．８ －２．２

表３　断裂带相对运动速率（两个次级块体）／（ｍｍ·ａ－１）

Ｔａｂ．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ｏ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Ｔｗｏ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Ｂｌｏｃｋｓ）／（ｍｍ·ａ
－１）

断裂带

分段

ＲＲＭ ＲＥＨＳＭ ＲＥＬＳＭ

平行 垂直 平行 垂直 平行 垂直

鲜水河北 －１１．５ －２．９ －５．８ －０．８ －３．５ －２．８

鲜水河中 －１１．９ －１．４ －６．０ －０．７ －３．５ －４．１

鲜水河南 －１２．１ ０．１ －６．５ －１．０ －２．４ －６．１

安宁河 －９．９ ４．４ －９．３ ６．４ －６．６ ２．０

则木河 －８．９ －５．８ －９．１ －３．３ －６．２ －３．８

小江北 －１０．４ －４．３ －８．９ －１．２ －７．０ －２．６

小江中 －１１．４ －１．４ －８．１ ０．３ －８．２ －０．３

小江南 －１１．３ －４．０ －７．４ －２．７ －８．４ －２．８

　　１）鲜水河断裂带。从表２、３中可以看出，

ＲＲＭ所得到的滑动速率与地质学方法得到的长

时间尺度的滑动速率较为一致［１０］，而ＲＥＬＳＭ 考

虑到块体内部的变形，在计算过程中将鲜水河断

裂带近似成一条主干断裂，并且断裂带各段的内

部结构不同，因此所得到的结果偏小，可能反映了

震间期断裂带近场的滑动速率。对比川滇块体与

川北、川南次级块体求得的结果，差别并不明显。

从垂直断裂带的滑动速率来看，在该时段，鲜水河

２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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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主要以拉张为主。虽然将鲜水河断裂带进

行分段计算，但是其分段的差异性并不明显。综

上所述，鲜水河断裂带为左旋兼拉张的断裂系统，

其长时间尺度的平均滑动速率为１１±１ｍｍ·

ａ－１，利用ＲＥＳＬＭ 得到近场的滑动速率为４±１

ｍｍ·ａ－１。

２）安宁河则木河断裂带。从表２、３中可以

看出，ＲＥＬＳＭ所得到的安宁河则木河断裂带的

滑动速率与地质方法得到的速率较为接近［１１］，而

ＲＲＭ得到的结果偏大，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所求

数值为该边界所有断裂带（包括大凉山断裂）总的

相对运动速率。川滇块体及川北、川南次级块体

的ＲＥＨＳＭ结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安宁

河则木河断裂与丽江小金河断裂的位置关系有

关。从垂直断裂带的滑动速率来看，安宁河断裂

以挤压为主，则木河断裂以拉张为主。综上所述，

安宁河断裂为左旋走滑兼挤压的断裂系统，而则

木河断裂为左旋走滑兼拉张的断裂系统；利用

ＲＥＬＳＭ得到两断裂带的平均滑动速率为６±１

ｍｍ·ａ－１。

３）小江断裂带。从表２、３中可以看出，

ＲＲＭ所得到的滑动速率与地质方法得到的滑动

速率较为接近［１２］，而ＲＥＨＳＭ及ＲＥＬＳＭ所得到

的结果偏小，其主要原因可能与小江断裂本身的

几何特征及空间展布以及震间期的近场变形特征

有关。从ＲＥＬＳＭ所得到的结果可看出小江断裂

带明显的分段特征。从垂直断裂带的滑动速率来

看，小江断裂带以拉张为主。综上所述，小江断裂

带为左旋走滑兼拉张的断裂系统，利用ＲＲＭ 得

到其长时间尺度的平均滑动速率为１０±１ｍｍ·

ａ－１，利用ＲＥＳＬＭ 得到近场的滑动速率为６±２

ｍｍ·ａ－１。

２　利用犌犘犛实测剖面分析断裂带可

能的变形宽度

　　利用震间期的ＧＰＳ数据来分析断裂带的现

今变形特征时，与地震有关的变形特征及应变积

累集中在断裂带附近的几ｋｍ或者几十ｋｍ的较

窄范围内［１３］。因此，本文利用实测剖面分析鲜水

河安宁河则木河小江断裂带可能的变形宽度。

封二彩图５给出了１９９９～２００７时段断裂带

邻近区域的ＧＰＳ速度剖面（平行断裂带分量），根

据断裂带近场的变形特征［１４］，利用反正切函数拟

合其变化趋势，确定各断裂带可能的变形宽度。

由于目前的研究中也没有严格的确定变形宽度的

方法，因此，本文将纯变形量约占整个滑动速率的

８０％的宽度作为断裂带可能变形宽度来初步确

定，如封二彩图５中所示的黑色阴影宽度。

从封二彩图５中可以看出，鲜水河断裂北段

及中段的震间期变形特征与其他断裂带变形特征

有显著不同，可能的原因为：① 鲜水河断裂带附

近（东北侧）的其他断裂系统的影响导致了断裂带

两端变形的不对称；② 可能有断裂带变形的复杂

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研究的断裂带运动特征以走滑为主，因

此，利用水平速度分量来确定其可能的变形宽度。

从所得到的断裂带可能的变形宽度可以看出，安

宁河断裂带的变形宽度最大，也就是说其闭锁程

度最高，锁定深度最深，地震危险性也较高。本文

所得到的结果与利用其他方法确定断裂带地震空

段及危险性的结果较为一致。虽然小江断裂带也

是地震学家较为关注的活动断层，但从封二彩

图５可以看出，小江断裂带的危险性低于安宁河

断裂带。

３　断裂带变形特征分析与应变积累

为了获得各段的差异运动与应变积累特征，

本文利用文献［１５］的方法进行计算。仍以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时段的 ＧＰＳ速度场数据为基础，结合最

小二乘配置方法［１６］，利用文献［１５］的方法，分析

各段断裂的运动和应变特征。根据§２中得到的

结果，结合断裂带空间展布特征，以主断层线为轴

线，西侧、东侧外延１００ｋｍ取形变单元，形变单

元的几何参数、各分段滑动速率计算结果见表４。

１）从该时间段计算结果来看，鲜水河安宁

河则木河小江断裂带具有一致的左旋走滑运

动，不同段速率值有差异；各段滑动速率在时空上

的差异性可能反映了不同段介质的差异性及在空

间几何特征上的差异性。与平行断裂带的速率相

比，垂直断裂带的速率犌狏 量值较小。因此，鲜水

河安宁河则木河小江断裂带显示出以左旋走滑

为主的运动特征。

２）沿断层走向的剪应变率也表现为一致的

左旋剪切，并且应变率的大小与滑动速率的大小

大致呈现反对应的趋势。

３）强震通常发生在活动强烈的断裂带，且断

裂局部段落处于相对闭锁的高应变积累状态。根

据文献［１５］求出反映变形强弱的 犕犉。各断裂

犕犉 的值均比较大，反映了该断裂带的构造变形

剧烈的整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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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时段断裂分段形变单元几何

参数、滑动速率

Ｔａｂ．４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ｆ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ｅｌｌｓｉｎ１９９９２００７Ｐｅｒｉｏｄｓ

段标

记

ε犺

／（１０－８

·ａ－１）

ε狏

／（１０－８

·ａ－１）

γ犺

／（１０－８

·ａ－１）

γ狏

／（１０－８

·ａ１－）

γ犺狏

／（１０－８

·ａ－１）

犌犺

／（ｍｍ·

ａ－１）

犌狏

／（ｍｍ·

ａ－１）

鲜水 －１．７７ １．２８ －３．８ －３．０５ －６．８５ －２．３６ －０．５５

河北 ±０．４７±０．３９ ±０．４１±０．４５ ±０．６１ ±０．４３ ±０．４１

鲜水 ０．２３－０．１２ －４．２１－３．０３ －７．２４ －１．８２ ０．４３

河中 ±０．３５±０．４ ±０．３７±０．３７ ±０．５３ ±０．４３ ±０．４５

鲜水 －０．８５－０．０８ －４．３ －１．５４ －５．８４ －２．１６ ０．３３

河南 ±０．２８±０．４５ ±０．３９±０．３１ ±０．５ ±０．４２ ±０．４７

安宁 １．３４－１．８５ －４．５１－０．１１ －４．６２ －０．５３ －０．２

河 ±０．１７±０．３ ±０．２５±０．２１ ±０．３２ ±０．２５ ±０．３１

则木 －１．３５ １．１５ －２．９１－０．３５ －３．２６ －２．４３ ０．５５

河 ±０．０４±０．０７ ±０．０６±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８

小江 ０．００ ０．０８ －３．８７－１．２７ －５．１５ －２．０２ ０．２５

北 ±０．５５±０．５６ ±０．４６±０．６８ ±０．８２ ±０．５１ ±０．６１

小江 －０．１４ ０．３２ －１．６９－１．０７ －２．７６ －５．００ ０．０７

中 ±０．０９±０．１９ ±０．１５±０．１ ±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２２

小江 －１．５１ １．３９ －１．４６ ０．４４ －１．０２ －３．４０ ０．９２

南 ±０．０７±０．１５ ±０．１２±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１７

　　４）犜犃 表示沿断裂带剪应变率和垂直断裂方

向正应变引起的总变形量占断裂带扭错率的比

重。从计算结果来看，安宁河断裂带求得的结果

趋近于１，这说明断层面趋于闭锁，变形量主要由

应变引起。

５）对于走滑为主的鲜水河安宁河则木河

小江断裂带，异常强度主要看剪切变形率异常强

度比犛犃。从计算结果来看，断层活动相对闭锁的

高应变率积累段为安宁河断裂带，与前人利用小

震精定位及历史地震确定地震空区的结果一致。

６）犛犃 和犜犃 所求得的高应变积累段均为安

宁河断裂带，即该断裂带的剪切变形在整个构造

变形中起主导作用。

４　结　语

强震发生与活动断裂带密切相关，断裂带的

构造变形受控于区域地壳运动整体的协调性。利

用块体模型计算断裂带整体运动特征、ＧＰＳ实测

剖面确定可能的变形宽度及断裂带构造定量分析

方法计算断裂带的分段特征与应变积累，对分析

各段的强震中长期危险性和地震预报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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