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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山 犕狊７．０级地震震前及同震地表形变

杨国华１　朱　爽１　梁洪宝１　杨　博１

１　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天津，３００１８０

摘　要：对四川地区ＧＮＳＳ观测数据进行处理，获得如下结果：①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之前龙门山断裂带及其

以北近１５０ｋｍ的范围内几乎不存在可分辨的右旋走滑活动和压性形变，四川盆地以西鲜水河安宁河断裂带

以东约１００ｋｍ的范围内几乎也不存在可辨的形变；②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之后芦山 Ｍｓ７．０级地震之前，龙

门山断裂带中、北段存在约５ｍｍ／ａ右旋走滑活动，芦山震源及附近地区的三维形变一直处在闭锁状态，鲜水

河安宁河断裂带及其以东的左旋形变有所增强；③芦山地震可变的同震形变场基本分布于以震源为中心的

数十ｋｍ范围内，大致以震中为界东侧呈右旋形变，西侧呈左旋形变；④距震中较近约１２ｋｍ的ＬＳ０５震时“永

久性”垂向位移量约７ｃｍ，水平向逆冲量约４ｃｍ，走滑量约５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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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２００８０５１２汶川８．０级大地震后（北纬

３１．０°，东经１０３．４°，震源深度１３ｋｍ），２０１３０４２０

又发生了芦山７．０级强震（北纬３０．３°，东经

１０３．０°，震源深度１４ｋｍ）。这两个地震相距约８５

ｋｍ，均发生在龙门山推覆构造带上，前者发生在

龙门山构造带的中段，破裂至北段，后者发生在南

段。震后地震地质考察表明，芦山地震所出现地

表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地震破裂，而是震动和重

力作用下的边坡效应。因此，认为本次地震没有

产生明显的地震地表破裂带，属典型的盲逆断层

型地震，其发震断层为尚未出露地表［１］。震源机

制解表明，该次地震是一次发生在青藏高原中东

部巴彦喀拉块体东向逃逸东端与华南块体西北端

四川盆地强烈挤压碰撞带内部典型的逆断层型地

震［２］。

但是，大震通常在震中沿发震断裂形成地表

位移，甚至还会造成大区域乃至远场的地壳形变，

如２００４年印度苏门答腊 Ｍｗ９．３级地震的影响

范围达到了６０００～７０００ｋｍ
［３］，日本２０１１年的

Ｍｓ９．０级地震影响至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
［４］，

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也影响到了一定的空间范

围［５］。尽管地震地质调查认为该地震没有导致真

正意义上的地震地表破裂，但并不代表不存在地

表形变［６］。此外，获取区域震前和同震形变场也

是认识地震运动学性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

究地壳运动、地震动力学特征及判定未来地震活动

趋势具有重要意义［７］。本文利用ＧＮＳＳ地表形变

观测资料，揭示区域震前及同震运动或位移场，为

全面认识４．２０芦山强震发生机理提供基本信息。

１　犌犖犛犛数据采集与处理方法

龙门山断裂带是青藏高原中东部巴彦喀拉块

体与华南块体西北端四川盆地的边界带，也是中

国大陆南北地震带的组成部分。为了监测与研究

地震的孕育过程，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国地壳运

动观测网络”、“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络”、地

震预测研究所、四川省地震局等在四川地区及周

围地区（包括龙门山断裂带的两侧）布设了一定数

量的流动观测站和连续观测站。流动观测站震前

有多期观测资料，每期观测４ｄ。由于２００８年

５．１２汶川地震之故，取用流动测站资料的观测时

段为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可获得这两

个时段较高精度的二维运动场。此外，较密集的

连续观测站观测主要始于２０１０年以后，因此取用

２０１０年以后至芦山地震前的资料，可获得这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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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高精度三维运动场。利用震源附近区域连续

观测站１Ｈｚ的高频观测数据以获得发震时刻震

动量及“永久性”位移。

ＧＮＳＳ数据处理时数据采样间隔为３０ｓ，２４

ｈ为一时段，数据处理由新版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

ＱＯＣＡ软件完成
［８］。在估算测站位置时允许卫

星轨 道 和 地 球 自 转 参 数 有 微 量 的 调 整，在

ＩＴＲＦ２００５参考框架下获得基准松弛的单日解，

其中包括ＩＧＳ核心站、中国大陆基准站及震区所

有ＧＮＳＳ测站的位置估值及相应的方差协方差

矩阵，以此作为求解研究区运动及位移场的准观

测值。在此基础上，估算研究区测站的运动、连续

观测站位置的时间序列及其运动和同震位移结

果。为了便于观察，以位于研究区范围内四川盆

地上的测站为相对参考基准计算研究区运动场结

果，然后根据断裂带的展布方向进行投影计算［７］，

可获得平行和垂直与断裂带的运动分量结果（图

１～５）。１Ｈｚ高频数据处理是由ＰＡＮＤＡ软件完

成的［９１０］，在此基础上根据共模误差识别与剔除

方法对高频时间序列进行进一步处理和投影计

算［１１１２］，由此可获得较精确的发震时段的时间序

列结果（图４）。

２　芦山地震前地壳形变场

芦山地震之前的２００８年在同一构造带上发

生了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因此，为了便于观察与分

析，本文给出了两个时段的结果———即汶川大地

震以前的运动场结果（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和其后至

芦山地震前的运动场结果（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图１

（ａ）为１９９９２００７时段研究区相对于四川盆地的

运动场结果，图１（ｂ）为其平行和垂直于龙门山断

裂带的运动分量结果，图２（ａ）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１时

段研究区相对于四川盆地的运动场结果，图２（ｂ）

为其平行和垂直于龙门山断裂带的运动分量结

果，图３（ａ）平行和垂直于龙门山断裂带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时段的运动分量结果，图３（ｂ）为该时段垂向

运动结果。

图１　汶川８．０级地震前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震源及周围地区水平运动场

Ｆｉｇ．１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Ａｒｏｕｎｄ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ｒｅａｉｎ１９９９２００７Ｂｅｆｏｒｅ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由图１可知，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时段四川盆地

没有出现可识别的形变，测站的运动量基本上在

１．５ｍｍ／ａ变化范围内且无规律（均在误差限差

的范围内）。这证明了四川盆地近乎为刚性地块，

同时也说明了以此为数据处理的参考基准是可靠

的。不难看出，来自于青藏高原近１０ｍｍ／ａ的物

质流动不但在此处受到了遏制，同时也使得物质

流向出现了分解。这种分解直接受四川盆地西北

和西南边界带展布的形态控制，表现为物质的一

部分沿着西北边界带向东北方向流动，另一部分

则沿着西南边界带向东南方向流动。然而，这种

流动并非是均匀同步的，四川盆地西北边界以西

北近１５０ｋｍ宽度范围内的地壳物质几乎固定不

动，似乎成为四川盆地的一部分保持着无形变特

征，而压性无形变状态则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上保

持（图１（ｂ）），显然这是此空间内断裂带活动已经

进入闭锁的典型状态。此外，与其相应的另一种

状态是发生在断裂带上的某种形变向外部转移，

如图１（ｂ）所示的较大右旋剪切形变发生在１５０

ｋｍ以西北的地域上。四川盆地西南边界以西南

大约１００ｋｍ宽度的范围内也是一个无形变的地

带，在该地带上既不存在左旋剪切形变，也不存在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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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压形变，与四川盆地保持着一致性。然而在该

地带上也存在着若干断层，存在这种无形变状态

的可能解释为断层为非活动断层或断层已进入了

闭锁状态。但在其西南有鲜水河断裂带、安宁河

断裂带，左旋走滑运动（剪切形变）主要发生在这

些断裂带上，因此其东北地带不太容易积累较大

的应变能。

２００８年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随着应力

场的调整，原有的运动与形变状态在相关区域必

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改变。图２所示为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的运动场结果，由此可获得进一步认识。

从位于四川盆地及华南块体其他测站的结果可

知，汶川地震之后它们仍然是无形变的地块，这就

进一步验证了该地域的刚性特征及其作为研究区

参考基准的合理性。汶川地震后龙门山断裂带以

西北地域的运动与地震之前有很大不同，最显著

的不同是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北段及西北的地域

在一定程度上解锁，右旋（约５ｍｍ／ａ）兼挤压（６

ｍｍ／ａ）的运动清晰可见。震前转移至外围的右

旋运动量震后不再随着空间的延伸而加大，不论

是右旋运动还是逆冲运动，与空间的关系已不那

么显著了，形变最突出的部位回归到该断裂带及

附近区域。但是，龙门山断裂带的南段（芦山震源

区及附近）仍然保持以前的闭锁状态，挤压或走滑

形变均无显现。这时，龙门山断裂带的活动已不

再同步了，原来由整条断裂带承担的此时已转嫁

到主要由其南段承担了，这为芦山地震的尽快发

生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

图２　汶川８．０级地震后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四川及周围地区水平运动场

Ｆｉｇ．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Ａｒｏｕｎｄ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ｒｅａｉｎ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Ａｆｔｅｒ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图３所示则为２０１０年至芦山地震之前的三

维运动结果（完全利用连续站资料）。这一时段龙

门山断裂带以西北的地域沿平行于该断裂带向东

北方向运动，在边界带上仍延续汶川地震后上一

时段的结果（图３（ａ）），运动量级最大的站（ＳＣ

ＭＸ）已超过１０ｍｍ／ａ。图３（ｂ）为垂直运动结果，

除个别测站（ＳＣＭＸ和ＧＳＴＳ）外，绝大部分测站

的运动都保持在±３ｍｍ／ａ以内，尤其四川盆地、

震源区及西北的鲜水河断裂带等地域的垂向运动

更小，一般在误差的范围以内（９５％的置信度）。

虽然ＳＣＭＸ站运动量较大（超过１０ｍｍ／ａ），但其

为单站而缺乏代表性（可能是汶川地震后局部超

常调整所致）。整体来看，除个别站外，巴颜喀拉

块体东部的垂向优势运动为下沉，这可能与龙门

山断裂带失锁密切相关。该带的南段（芦山震源

及附近地区）在垂向上的运动表现为一种无差异

的闭锁状态，研究区西南的川滇菱形块体虽有隆

升的迹象，但基本上处在无形变的状态中。这是

芦山地震之前该时段地壳三维运动的基本特征。

３　芦山地震的同震形变场

根据汶川地震破裂特征及震后地震活动趋向

分析，认为龙门山断裂带西南段发震的危险性可

能会有所提高。因此，汶川地震之后地震预测研

究所在龙门山断裂带的西南段等地域布设了数条

ＧＮＳＳ观测剖面，并进行１Ｈｚ的高频观测，其中

ＬＳ０５站距芦山地震震中最近（大约１２ｋｍ），这为

了解发震时段的动态变化过程提供了非常宝贵的

资料。图４为ＬＳ０５和ＳＣＴＱ站（距芦山地震震

中大约３４ｋｍ）位置三维分量变化的时序结果，这

两个站位于震中的西南方。从时序结果的符合程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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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芦山地震前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四川及周围地区三维运动场

Ｆｉｇ．３　３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Ａｒｏｕｎｄ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ｒｅａｉｎ２０１０ｔｏ２０１３Ｂｅｆｏｒ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Ｌｕｓｈａｎ

度来看，精度是比较高的。由ＬＳ０５站的结果不

难看出，在地震或地震波到达测站之前，平行于断

裂带的位置基本上没有可辨的变化；当地震波到

达时，不但产生了震动同时也发生了位置变化，震

动量最大达９ｃｍ左右，向西南的“永久”位移量约

５ｃｍ，逆冲震动量最大约７ｃｍ，“永久”走滑位移

量约４ｃｍ，震前垂向波动稍大（不排除误差所致

的可能性），地震波到达时产生了大约１３ｃｍ的最

大垂向震动量，“永久”隆升量约７ｃｍ。由于该站

距震中较近，这样的位移量则显得不太突出。距

震中约３４ｋｍ的ＳＣＴＱ站（距ＬＳ０５约２２ｋｍ）的

位移量则显得更小，走滑量的最大振幅约５ｃｍ，

“永久”走滑量近２ｃｍ，逆冲最大振动量约４ｃｍ，

“永久”逆冲量似乎难以分辨（约几 ｍｍ），垂向最

大振动量约５ｃｍ，“永久”隆升量不足２ｃｍ。此

外，比较显著震动的时间长度基本在１０ｓ以内，

之后则比较平稳。宏观来看，该地震所造成的可

分辨地表位移比较小，空间范围也比较局部。需

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永久性”位移是指主震

时刻（约１０ｓ长度）的“永久性”位移，而非是整个

地震序列所导致的永久性位移；最大震动量是根

据１Ｈｚ频率的监测所捕捉到的结果，不一定能恰

如其分地反映实际震动量，但实际震动量至少不

会小于上述量级。

图４　ＬＳ０５和ＳＣＴＱ站的同震位移

Ｆｉｇ．４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Ｓ０５ａｎｄＳＣＴＱＳｉｔｅｓ

　　图５是根据地震前后数天的观测资料计算的

同震位移场的空间分布结果（图中的黑点为余震

的震中位置）。它清晰地揭示了４．２０芦山地震所

导致的地壳形变状态，为反演地震破裂过程、认识

地震的成因提供了客观的约束条件。图５的结果

表明地表形变的空间范围与大小远不如汶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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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距震中最近的ＬＳ０５站只有７ｃｍ左右，可识

别的形变空间范围为以震中为中心约６０ｋｍ的

半径内，除此之外的其他测站位移基本上在误差

的范围内。震中以西的测站主要为逆冲兼左旋走

滑位移，走滑量略占优势，震中以东的测站（包括

ＬＳ０７站）主要为逆冲兼右旋走滑位移，逆冲量略

占优势。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值得进一步

研究。ＧＮＳＳ揭示了４．２０芦山地震产生的区域

水平同震位移场，这一观测事实表明了芦山地震

为一次逆冲型的地震，与震源机制解的结果相吻

合。该次地震的余震主要集中在主震以西，较大

的位移也主要分布于此，主震以东的余震较少，位

移量也相对较小，这样的结果与地震破裂走向密

切相关。

图５　芦山 Ｍｓ７．０级地震震源及周围地区同震水平运动场

Ｆｉｇ．５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Ａｒｏｕ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ＡｒｅａｏｆＭｓ７．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Ｌｕｓｈａｎ

４　讨论与结论

综上所述，芦山地震的发生有着深刻构造活

动与形变演化背景。在汶川地震以前，整条龙门

山断裂带似乎早已进入到闭锁状态。汶川地震之

后，由于积聚在该断裂带的能量得到一定程度的

释放，其中、北段构造活动变得空前活跃。事实

上，汶川地震破裂为向东北方向上的单向破裂，因

此并没有使得该条断裂带的破裂全部贯通，该带

南段所积累的能量不但没有得到释放，而且进入

了三维活动的深度闭锁状态。这是因为汶川地震

破裂段以蠕变的形式化解来自于巴颜喀拉块体的

推挤，而未破裂段则几乎直接承担着来自于它们

的挤压力。由于承担“过重”且不间断，必然会促

使其尽快地破裂。应该说这是一个孕震区域比较

明确、震级水平基本可估、构造活动也已处于闭锁

的特殊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临震异常如何捕捉

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四川省地震局

测量工程院震前有所察觉，发现跨断层形变监测

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常，但由于未取得“共识”

而失去了一次具有一定减灾意义预报。此外，与

汶川地震的另一个不同点是该次破裂可能主要是

西南向的，而且震中以东的地域有右旋破裂活动

的迹象，震中以西则为左旋破裂活动，这一现象也

是值得研究的，或许与其西部的左旋活动有密切

关系。地震地质考察认为该地震破裂没有到达地

表，ＧＮＳＳ监测表明该地震同震地表位移也不太

大，同震位移的空间也比较局部，这可能与破裂没

有通达地表有密切关系。此外，令人不安的是，在

芦山震中与汶川震中之间大约有６０ｋｍ长的空

间尚未破裂，故而使之成为汶川与芦山地震之后

龙门山断裂带最有可能孕发强震的地域。如果是

这样，正是由于汶川和芦山地震的发生，会加速该

地段强震的孕育，使其提前发生。因此，应加强该

区域及其周围的监测与研究，力争震前能做出一

定程度的预报。

致谢：感谢中国地壳运动观测工程中心、江在

森研究组、四川省地震局等单位组织提供 ＧＮ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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