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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空犈犜犃犛模型给出的川滇地区背景

地震活动和强震潜在危险区

蒋长胜１，庄建仓２

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２数理统计研究所，日本东京都港区南麻布４６７１０６８５６９

摘　要　利用基于时空传染型余震序列（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Ｔｙｐ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ｅｑｕｅｎｃｅ，简称ＥＴＡＳ）模型的随机除丛法，重

新审视了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汶川犕Ｓ８．０地震前可能存在的长期地震活动异常，研究了川滇地区背景地震活动特

征，并评估了当前的强震危险状态．对川滇地区１９７０年以来的犕Ｌ３．０以上的背景地震和丛集地震活动的研究结果

表明，该地区地震丛集特征明显、时空分布很不均匀、地震序列常有前震事件．直接将概率值作为地震计数的权重，

对地震丛集率空间分布图像分析表明，汶川犕Ｓ８．０地震前，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存在着长期、大范围的地震丛集率

低值区，震前该段处于应力闭锁状态．对川滇地区地震丛集率低值区内背景地震与全部地震的累积次数、犫值和新

定义的Δ犫等统计参量的分析表明，龙日坝与龙门山断裂带具有地震活动的关联性，川滇地区当前的强震潜在危险

区可能是巧家地区和汶川犕Ｓ８．０地震破裂尚未穿越的龙门山断裂带南段．此外，还发现犫值倾向于反映局部应力

场变化，而Δ犫能较为敏感地给出更大范围应力场的相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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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四川汶川 犕Ｓ８．０地震发生

后，对震前可能的短临［１～３］和中期尺度［４］上的地震

活动异常现象已有诸多回溯性研究，但在物理基础

上不确定性相对较小［５］的地震长期危险性评估方

面，对汶川犕Ｓ８．０地震的孕育和发生仍有待做出进

一步的合理解释．

汶川犕Ｓ８．０地震发生前，龙门山断裂带中段和

中北段至少已有１７００余年、南段至少已有１１００余

年未发生过犕≥７地震，并已构成了第一类地震空

区［６］．在《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２００１）》的潜在震

源区划分结果中，汶川地震震中所在的龙门山断裂

带若干潜在震源区震级上限最高仅被定为７．０级，

其余为６．５级和６．０级．与此相类似，在全球地震危

险性评估计划（ＧＳＨＡＰ）项目
［７］给出的５０年内

１０％超越概率的危险性图上，近些年来的一些大陆

内部强震，如１９９５年日本阪神 犕ｗ６．９地震、２００１

年印度古吉拉特 犕ｗ７．９地震和２００３年伊朗巴姆

犕ｗ６．５地震，其震中区峰值加速度ＰＧＡ的预测值

分别为０．４、０．２和０．４１ｇ，而实际值则高达０．７～

０．８ｇ、０．６～０．７ｇ和１．０ｇ
［８］．就方法而言，采用

ＧＳＨＡＰ等地震长期危险性评估工作中的地震危险

性分析的概率方法［９］，还是基于强地面运动合成技

术的、以“设定地震”为基础的（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ｂａｓｅｄ）、确

定性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地震区划或长期预报研究方

法［１０］，近年来一直存在着争论．因此，重新审视２００８

年５月１２日汶川犕Ｓ８．０地震前是否存在长期尺度

地震活动异常，对理解大陆内部强震孕育发生过程

和地震长期危险性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科学价值．

传统上的前震、主震和余震在物理本质和统计

属性上难以区分［１１］，而将描述“正常”地震活动的

“背景地震”从地震活动中分离出来同样是统计地震

学的难点．近年来，可从时空同时分离背景地震和

丛集地震的基于时空 ＥＴＡＳ 模型的随机除丛

法［１２］，以及利用丛集地震占全部地震比率———地震

丛集率的分布来识别断层上的应力闭锁段落［１３，１４］

的中长期地震危险性分析方法引起了广泛关注．

前人已对汶川 犕Ｓ８．０地震所在的川滇地区的

中长期地震危险性评估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１５～１９］．

以川滇地区为研究区，本文在分析背景地震活动的

基础上，尝试利用地震丛集率方法重新审视汶川

犕Ｓ８．０地震前的长期地震活动异常，并结合地震活

动性统计参量，进一步评估川滇地区强震潜在危险

区当前的地震危险状态．与Ｚｈｕａｎｇ等
［１４］研究１９９９

年台湾集集犕Ｌ７．３地震前后地震丛集率变化时，利

用随机除丛法分离出的背景地震和丛集地震进行分

析的作法有所不同，本文直接将拟合时空ＥＴＡＳ模型

得到的概率值作为地震计数的权重进行了分析计算．

２　时空ＥＴＡＳ模型和随机除丛法

地震活动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具有高度的不均

匀性，地震丛集与丛集、丛集与背景地震活动往往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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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在一起．ＥＴＡＳ模型推广了大森定律
［２０］，假定每

一个地震总能以一定的概率规则独立地触发子震，

来描述地震活动时空丛集结构
［２１～２３］．由于丛集地

震与背景地震可能遵从不同的统计规律［２４］，两者在

地震预测预报中的作用也大不相同［２５］，因此，ＥＴＡＳ

模型的意义在于其能够提供地震活动的参考背景，

更合理地考察背景地震活动是否偏离正常水平．本

研究在求解地震事件背景地震概率和丛集地震概率

时，采用了Ｚｈｕａｎｇ等
［１２］与Ｚｈｕａｎｇ和Ｏｇａｔａ

［２６］所给

出的基于时空ＥＴＡＳ模型的随机除丛法．

２．１　时空ＥＴＡＳ模型

目前已有多种分支过程（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模型用于描述地震活动的时空丛集特征
［２１，２７～２９］．

这些模型一般用条件强度函数形式表示地震发生

率，即

　λ（狋，狓，狔）＝
Ｐｒ犖（ｄ狋×ｄ狓×ｄ狔）＝１狘犎［ ］狋

ｄ狋×ｄ狓×ｄ狔
，

（１）

其中 Ｐｒ犖（ｄ狋×ｄ狓×ｄ狔）＝１狘犎［ ］狋 是给定历史

地震活动情况下在ｄ狋ｄ狓ｄ狔内的发震概率，犎狋为截

止到时刻狋之前的与时、空和震级相关的地震发生

历史．值得注意的是，犎狋 涉及的有效时、空范围可

以大于研究的时空范围

Ｚｈｕａｎｇ等
［１２］与Ｚｈｕａｎｇ和 Ｏｇａｔａ

［２６］的随机除

丛法中使用的是Ｏｇａｔａ
［３０］给出的时空ＥＴＡＳ模型，

该模型将地震发生率λ进一步细化为下述表达式：

λ（狋，狓，狔）＝μ（狓，狔）

　＋∑
犻：狋犻＜狋

κ（犿犻）犵（狋－狋犻）犳（狓－狓犻，狔－狔犻；犿犻）． （２）

这里的μ（狓，狔）为背景地震活动强度，也叫做背景

地震发生率，它是空间位置的函数，但与时间无关；

κ（犿）表示的是震级为犿的事件触发子震数目的期

望；犵（狋）和犳（狓，狔狘犿）分别为子震的时间与空间概

率密度函数．本文采用

κ（犿）＝犃ｅα
（犿－犿ｃ

），犿≥犿ｃ （３）

犵（狋）＝
狆－１
犮

１＋
狋（ ）犮

－狆

， （４）

式中犃、α、狆和犮为常数，犿ｃ为震级阈值；公式（２）中

的空间密度函数犳（狓，狔；犿）采用下述表达式
［２６］

犳（狓，狔；犿）＝
狇－１

π犇ｅ
γ（犿－犿ｃ

） １＋
狓２＋狔

２

犇ｅγ
（犿－犿ｃ（ ））

－狇

，（５）

其中狇、犇和γ为常数，另外假设震级的概率密度函

数为

犑（犿）＝βｅｘｐ［－β（犿－犿ｃ）］，　犿≥犿ｃ，（６）

这里的β与 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Ｒｉｃｈｔｅｒ定律中的犫值关系

为β＝犫ｌｎ１０．对于实际的地震目录｛（狋犻，狓犻，狔犻，犿犻）：

犻＝１，２，…，犖｝，如果给定强度函数狌（狓，狔），背景地
震活动强度可表示为μ（狓，狔）＝狏狌（狓，狔），其中狏为

大于０的待估参数，可利用最大似然法来估计地震

发生率表达式中的各项参数．似然函数的形式为

ｌｏｇ犔（θ）＝ ∑
犼：（狋犼

，狓
犼
，狔犼
）∈犛×［犜１

，犜
２
］

ｌｏｇλ（狋犼，狓犼，狔犼）

－∫∫犛∫
犜
２

犜
１

λ（狋，狓，狔）ｄ狋ｄ狓ｄ狔， （７）

这里的待估计参数为θ＝ （狏，犃，α，犮，狆，犇，狇，γ），犛

表示研究区域，［犜１，犜２］表示研究时段．

２．２　随机除丛法

随机除丛法的技术关键就是对点过程的“瘦化运

算”（ｔｈｉｎｎ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地震犻对其后发生的地震

犼处（狋犼，狓犼，狔犼）的地震发生率的相对贡献可表示为

ρ犻犼 ＝ζ犻（狋犼，狓犼，狔犼）／λ（狋犼，狓犼，狔犼），　犼＞犻， （８）

这里的ζ犻（狋，狓，狔）＝κ（犿犻）犵（狋－狋犻）犳（狓－狓犻，狔－狔犻狘

犿犻），即地震犻的子震过程的发生率．因此可以将ρ犻犼 看

作地震犼被地震犻触发的概率，即地震犼作为地震犻

子震的概率．同理，地震犼作为背景地震的概率为

犼 ＝
μ（狓犼，狔犼）

λ（狋犼，狓犼，狔犼）
． （９）

而地震犼被之前地震触发的概率，即丛集地震概率

可表示为

ρ犼 ＝１－犼 ＝∑
犻
ρ犻犼． （１０）

有了背景地震概率后，可用核函数法来估算地震背

景活动强度＾μ（狓，狔）：

＾
μ（狓，狔）＝

１

犜∑犻
犻犣犺犻（狓－狓犻，狔－狔犻），（１１）

其中犜为研究时段长度，犣犺
犼
是带宽为犺犼的高斯核

函数．带宽变量犺犼由

犺犼 ＝ｍａｘ｛ε，ｉｎｆ（狉：犖［犅（狓犼，狔犼；狉）］＞狀狆）｝ （１２）

决定，其中ε为一个小正数，犅（狓犼，狔犼；狉）为以 （狓犼，

狔犼）为中心、狉为半径的圆盘，狀狆 为正整数．即犺犼 是

地震犼到第狀狆 个最近地震的距离．如果在（１０）式中

去掉权重，得到是对地震整体发生率的传统核函

数估计

犿^（狓，狔）＝
１

犜∑犻
犣犺犻（狓－狓犻，狔－狔犻）． （１３）

同理，如果在（１０）式中用ρ犼 来代替犼，就是丛集地

震发生率的估计：

犆^（狓，狔）＝
１

犜∑犻ρ
犻犣犺犻（狓－狓犻，狔－狔犻）．（１４）

　　Ｚｈｕａｎｇ等
［１２］（２００２）的算法分为同时求取背景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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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活动强度和模型参数的迭代算法，以及随机除

丛法两部分，计算步骤简述如下：

（１）同时求取背景地震活动强度和模型参数的

迭代算法

先设背景地震活动μ（狓，狔）的初始值为常数，

令模型条件强度为

λ（狋，狓，狔）＝狏狌（狓，狔）＋∑
犻：狋犻＜狋

κ（犿犻）犵（狋－狋犻）

×犳（狓－狓犻，狔－狔犻；犿犻）， （１５）

其中狏为待定系数．利用最大似然法求得模型参数

后，根据（９）式求得每个地震作为背景地震的概率

，再利用（１１）式重新计算背景地震活动强度并替

换（１５）式中的狌（狓，狔），反复迭代直至结果收敛．

（２）随机除丛法

根据背景地震活动强度和模型参数的计算结

果，对每一个地震犼，利用（９）和（８）式分别计算犼和

ρ犻犼，犻＝１，２，…，犼－１．然后生成一个在单位区间上

服从均匀分布的随机数犝犼，如果犝犼 ＜犼，则地震犼

为背景地震；否则，将满足

犼＋∑

犐
犼

犽＝１
ρ犽犼 ≤犝犼＜犼＋∑

犐
犼
＋１

犽＝１
ρ犽犼， （１６）

的地震犐犼作为地震犼的母震，地震犼也就成为了丛

集地震．由此，利用随机除丛法可将地震目录分离为

背景地震和丛集地震．

不同于例如Ｇａｒｄｎｅｒ等
［２４］和Ｒｅａｓｅｎｂｅｒｇ

［３１］给

出的传统删除余震算法，随机除丛法考虑了全部历

史地震的综合触发效应，地震丛集不仅包括余震，还

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前震和震群．此外，随机除丛法还

用“家谱”形式描述丛集地震，即每个子震根据相关

概率，随机地找到自己的母震．

３　资料和研究区域的选取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２１．９°Ｎ ～３４．０°Ｎ，９７．０°Ｅ

～１０７．０°Ｅ，包括川滇两省及毗邻地区．研究区内的

川滇菱形块体及其边界断裂带是中国大陆地震活动

强烈的地区之一，鲜水河、安宁河、则木河、小江、红

河和龙门山等深大断裂，及其周边的一系列不等规

模、不同力学性质的活动断裂带，将川滇地区切割成

不同级别的活动地块，也造成地震活动分布的不均

匀性［３２］．川滇地区自１５００年以来有完整历史强震

记载的５００多年中，共发生犕Ｓ７．０以上强震４１次，

其中包括３次 犕Ｓ８．０以上强震，分别为１８３３年云

南嵩明—杨林８．０级、１８７９年甘肃武都８．０级和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四川汶川８．０级地震，震中分布

如图１所示．

图１　川滇地区活动构造与地震分布

红色的圆圈和六角星分别为１５００年以来的 犕Ｓ７．０～７．９和

犕Ｓ８．０以上地震，灰色实心圆点为１９７０年以来的犕Ｌ３．０以上

地震，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四川汶川８．０级地震及其２００８年７月

８日前的重定位后犕Ｌ４．０级以上余震
［３３］分别用粉色六角星

和黄色实心圆表示，底图中的蓝色曲线为活动构造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

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ｎｄｈｅｘａｇｒａｍ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ｆ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犕Ｓ７．０～７．９ａｎｄ犕Ｓ≥８．０ａｆｔｅｒ１５００ Ａ．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ｇｒａｙｄｏｔｓａｒ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ｆ

犕Ｌ３．０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犕８．０，２００８０５１２）ｉｓｍａｒｋｅｄｂｙａｐｉｎｋｈｅｘａｇｒａｍ

ａｎｄｉｔｓ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ｏｆ犕Ｌ≥４．０ｂｅｆｏｒｅ２００７０７０８ａｒｅ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ｙｅｌｌｏｗｓｏｌｉｄｃｉｒｃｌｅ
［３３］．Ｔｈｅｂｌｕｅｃｕｒｖ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

　　本研究采用的微震目录为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提

供的１９７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的《中国

地震月报目录》．该目录根据国家台网和各区域台网

测定资料汇编而成，震级单位统一为地方震级犕Ｌ．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资料预处理中发现，《中国地

震月报目录》中１９９６年２月３日云南丽江 犕Ｓ７．０

地震的余震大部分缺失，因此计算中补充使用了由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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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震局提供的丽江 犕Ｓ７．０地震余震序列目

录．对于川滇地区，苏有锦等
［３４］利用１９７０～２００１年

四川、云南两省区域地震目录讨论了分区、分时段的

完整性震级，结果表明，即使在地震观测水平相对较

低的早期，川滇地区的完整性震级也不高于 犕Ｌ３．

０．为保证时空ＥＴＡＳ模型参数估算结果的可靠性，

这里将截止震级犕ｃ设定为犕Ｌ３．０，震中分布如图１

灰色圆点所示．图１中还分别用粉色六角星和黄色

实心圆标出了汶川８．０级地震和 Ｈｕａｎｇ等
［３３］利用

双差法重定位给出的至２００８年７月８日犕Ｌ４．０级

以上余震震中位置．在分析和讨论中，本文还使用了

中国历史强震目录［３５，３６］和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提

供的１９９１年１月１日至今的《中国大震速报目录》．

４　川滇地区背景地震活动分析

前震、余震、震群和双震等丛集现象是地震发生

的常见特征，客观、准确地描述地震丛集现象是研究

地震过程的首要问题．在采用以震报震的思路进行

地震预测预报研究中，对研究区内背景地震活动的

科学认识，常常是判别地震活动异常的关键．

对川滇地区１９７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汶川

犕Ｓ８．０地震发生前的犕Ｌ３．０以上地震，本研究利用

最大似然法估算了时空ＥＴＡＳ模型参数，并给出了

每个地震的背景地震概率和丛集地震概率ρ．表１

给出了模型参数的初始值和最大似然估计结果．

表１　川滇地区时空犈犜犃犛模型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犳狉狅犿犳犻狋狋犻狀犵狋犺犲狊狆犪犮犲狋犻犿犲犈犜犃犛犿狅犱犲犾狋狅狊犲犻狊犿犻犮犻狋狔犻狀狋犺犲犛犻犮犺狌犪狀—犢狌狀狀犪狀狉犲犵犻狅狀

狏 犃（ｃｏｕｎｔｓ／ｄａｙ） α 犮（ｄａｙ） 狆 犇（ｄｅｇ２） 狇 γ

初始参数 ０．５９２８ ０．２０４３ １．４９５２ ０．０２２７ １．１０９８ ０．００１２ １．８６００ １．０４１５

输出参数 ０．４９０９ ０．５０７９ ０．８５０７ ０．００６３ １．０３９０ ０．０００６ １．８１７８ ０．２５８４

　　为考察川滇地区背景地震活动，这里先以１９７０

年云南通海犕Ｓ７．８地震序列为例说明背景地震概

率．图２（ａ，ｂ）分别给出了序列的震级时间（犕狋）

图和相应的背景地震概率．由图２ｂ见，在主震发

生后的早期，序列值较小，这是由于此期间内的多

数地震极为可能是通海犕Ｓ７．８地震的直接子震．后

期的地震和主震的关联随时间减弱，序列值表现

为逐渐升高．此外，由于高阶子震的存在，序列相邻

个体之间的值差异较大．

图２ｃ为川滇地区全部地震的值统计分布．由

图可见，大多数值分布在０或１附近．接近０的比

例明显偏高，其中０≤＜０．１的约占全部地震事件

的４６．１％，这表明川滇地区地震活动有明显的丛集

特征．但值介于０．１和０．９之间的地震事件占全

部地震事件的比例也高达３２．１％，与Ｚｈｕａｎｇ等
［１２］

所给出结果相比，此值远高于日本中部的１８．３％，

也略高于新西兰岛的３１．７％．这可能表明川滇地区

有近１／３的地震很难从时、空表象上确认其母震—

子震关系，也就是说，川滇地区地震活动具有更为复

杂的时空特征．

为进一步理解川滇地区背景地震和丛集地震的

时空活动特点，先用随机除丛法将地震目录分解为

背景地震与丛集地震，再分别投影在纬度时间图

上，如图３（ａ，ｂ）所示．由图３ａ可见，背景地震活动

在时间分布上虽略有变化，但总体相对均匀；而在空

图２　川滇地区背景地震概率

（ａ）１９７０年云南通海犕Ｓ７．８地震序列震级时间图；（ｂ）各事件对应

的背景地震概率值；（ｃ）川滇地区地震事件值统计分布．

Ｆｉｇ．２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

（ａ）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犕Ｓ７．８ Ｔｏｎｇｈａｉ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 １９７８； （ｂ）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ｅａｃｈ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ｃ）Ａ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

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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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川滇地区随机除丛后的地震活动分析

（ａ）背景地震的纬度时间分布；（ｂ）丛集地震的纬度时间分布；（ｃ）背景地震、丛集地震和全部地震的震级频度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ｐｌｏ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ｒｅｇｉｖｅｎｉｎ（ａ）ａｎｄ（ｂ），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

（ｃ）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间上，２７°Ｎ以南的活动强度高于以北地区．在图３ｂ

中，丛集地震的时空分布较为复杂：１９８５年之前从

南到北都很密集；之后主要分布在川滇中南部，且活

动规模有所减弱．川滇地区背景地震、丛集地震和全

部地震的震级频度关系如图３ｃ所示，对应的犫值

分别为０．８７、０．８４和０．８５．与传统认为主震犫值应

低于余震的观点正好相反，川滇地区背景地震犫值

略高于丛集地震，这可能是由于背景地震对应的是

序列的首个地震而不是最大地震，而背景地震与主

震的犫值分别由序列首个地震和最大地震的平均震

级决定：平均震级越大，犫值越小．这种背景地震平

均震级低于主震的现象也表明，川滇地区地震序列

的首个地震更倾向于小震，即传统意义上的前震

事件．

５　地震丛集率给出的川滇地区强震潜

在危险区

地震预测是统计地震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近年来利用地震丛集进行预测的研究包括：利用中

等地震时空丛集图像进行中强地震的短期预

测［３７～３９］、通过余震发生率对丛集模型的偏离程度来

预测强余震［２１］以及对诸如前震等异常地震丛集现

象的讨论［４０］等．而地震丛集率方法通过空间上的低

地震丛集率区识别断层应力闭锁段落或凹凸

体［１３，１４］，并进行强震长期危险性分析．在考察了川

滇地区背景地震活动特征后，本文尝试利用地震丛

集率方法回溯性地研究汶川 犕Ｓ８．０地震前龙门山

断裂带的强震长期危险性，并进一步分析川滇地区

存在的其它可能的强震危险段落．

为验证地震丛集率方法对识别川滇地区断层应

力闭锁段落或强震潜在危险区的有效性，需要对较

多的强震进行回溯性研究．由于地震丛集率方法是

基于对背景地震和丛集地震数目的统计平均，客观

上需要较长时间的地震目录．受地震观测历史的限

制，除汶川犕Ｓ８．０地震外，本文仅对川滇地区最近

一次７级以上强震———１９９６年２月３日云南丽江

犕Ｓ７．０地震进行了震例研究．

用概率形式描述地震丛集的技术优势是，在地

震数目统计中，为避免背景地震和丛集地震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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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性，可直接将概率或ρ作为每一地震的计数

权重进行统计分析．图４（ａ～ｄ）分别给出了１９９６年

２月３日云南丽江犕Ｓ７．０地震前，川滇地区犕Ｌ３．０

以上地震的总体地震活动率 犿^（狓，狔）、背景地震活

动率μ^（狓，狔）、丛集地震活动率犆^（狓，狔）和地震丛集

率Ω（狓，狔）的空间分布，其中，^犿（狓，狔）、^μ（狓，狔）和

犆^（狓，狔）为单位时间（／天）单位面积（／平方度）的相

应事件数目，Ω（狓，狔）为犆^（狓，狔）与犿^（狓，狔）的比值．

在μ^（狓，狔）和犆^（狓，狔）计算中，分别使用了和ρ作

为每一地震的计数权重．由图４ａ可见，川滇地区地

震活动在空间分布上很不均匀，腾冲、建水和岷山断

裂是犿^（狓，狔）最高的地区，而犿^（狓，狔）的相对高值区

也多对应于图１中的历史强震震中位置．图４ｂ中背

景地震发生率μ^（狓，狔）与图４ａ中犿^（狓，狔）的空间分

布明显不同，尤其是在龙门山断裂带上，背景地震活

动相对于川滇其它地区也较为强烈．图４ｃ中犆^（狓，狔）

的分布与图４ａ中 犿^（狓，狔）较为相似，这验证了川滇

地区地震活动是以丛集为主．在图４ｄ给出的地震丛

集率Ω（狓，狔）空间分布图像中，丽江犕Ｓ７．０地震前，

主震震中所在的北西向断层上存在明显、较大范围

的地震丛集率低值区，此外，龙门山断裂带和则木河

与小江断裂交汇的巧家地区也出现了较大范围的低

值区．

与丽江犕Ｓ７．０地震类似，进一步考察了２００８

年汶川 犕Ｓ８．０地震前川滇地区 犿^（狓，狔）、^μ（狓，狔）、

犆^（狓，狔）和Ω（狓，狔）的空间展布情况，分别如图５（ａ～ｄ）

所示．与图４相比，图５（ａ，ｃ）中的犿^（狓，狔）和犆^（狓，狔）

未有明显变化，但图５ｂ中龙门山断裂带的背景地震

图４　１９９６年２月３日云南丽江犕Ｓ７．０地震前的川滇地区地震活动率空间分布

（ａ）总地震活动率 犿^（狓，狔）；（ｂ）背景地震活动率μ^（狓，狔）；（ｃ）丛集地震活动率犆^（狓，狔）；

（ｄ）地震丛集率Ω（狓，狔）．各图中用空心五角星标出了１９９６年丽江犕Ｓ７．０地震震中．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犕Ｓ７．０Ｌｉｊｉａ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１９９６０２０３）

ｉｎｔｈｅ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Ｔｏｔ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ｒａｔｅ；（ｂ）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ｒａｔｅ；（ｃ）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ｒａｔｅ；（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Ｌｉｊｉａ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ｓｍａｒｋ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ｍｐｔｙｓｔ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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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汶川８．０地震前川滇地区地震活动率空间分布
（ａ）总地震活动率 犿^（狓，狔）；（ｂ）背景地震活动率μ^（狓，狔）；（ｃ）丛集地震活动率犆^（狓，狔）；

（ｄ）地震丛集率Ω（狓，狔）．各图中用空心五角星标出了２００８年汶川８．０地震震中．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１２Ｍａｙ，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犕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Ｔｏｔ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ｒａｔｅ；（ｂ）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ｒａｔｅ；（ｃ）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ｒａｔｅ；（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ｓｍａｒｋ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ｍｐｔｙｓｔａｒ．

活动高值区范围有所扩大，图５ｄ中龙门山断裂带和

巧家地区地震丛集率低值区也更为明显．由此认为，

汶川犕Ｓ８．０地震的发生可能与震前龙门山断裂带

长时间的低丛集率有关，而巧家地区可能是川滇地

区未来的强震潜在危险区．值得注意的是，图１中汶

川犕Ｓ８．０地震主震破裂贯穿了龙门山断裂的中北

段，并延伸至以北的青川断裂，这与图５ｄ中震前的

Ω（狓，狔）低值区在空间上不完全一致，而龙门山断

裂南段至今仍是地震丛集率低值区．

６　强震潜在危险区内统计参量的时间

演化

尽管利用地震丛集率法识别了川滇地区强震潜

在危险区，对丽江犕Ｓ７．０地震和汶川犕Ｓ８．０地震前

的地震长期危险性有所解释，但仍有诸多问题尚需

进一步研究．例如汶川犕Ｓ８．０地震前中期尺度地震

活动的情况，以及巧家地区当前的强震危险状态等

等．这里尝试结合多种地震活动统计参量的时间演

化对地震丛集率方法识别出的强震潜在危险区内强

震危险状态做进一步讨论．由于龙日坝与龙门山断

裂带在构造上密切关联［４１］，为深入理解汶川犕Ｓ８．０

地震的孕育过程，这里还讨论了龙日坝断裂带上的

地震活动情况．将图５ｂ中龙日坝断裂南段的背景地

震活动高值区、图５ｄ中龙门山断裂带与巧家地区的

地震丛集率低值区作为统计参量时间演化的研究

区，如图５ｄ中Ａ～Ｃ标示的区域所示．

为反映“正常活动”的背景地震和全部地震活动

情况，选用了地震危险性分析中常用的累积地震数

２１３



　２期 蒋长胜等：基于时空ＥＴＡＳ模型给出的川滇地区背景地震活动和强震潜在危险区

和犫值．此外，为考察应力水平对正常背景的偏离，

这里还将背景地震与全部地震的犫值之差———Δ犫

作为新的地震活动统计参量．对背景地震直接使用

作为地震计数权重，Δ犫可用下式计算

Δ犫＝
ｌｇ（∑）－犪１

犕
－
ｌｇ犖－犪２
犕

． （１７）

（１７）式中犪１和犪２为常数，分别为背景地震与全部地

震通过犌犚 关系线性拟合后的截距．公式（１７）右侧

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分别为背景地震与全部地震的犫

值，犫值计算中采用了最小二乘拟合．

在犫值和Δ犫计算中，设定时间窗长为６年，滑

动步长为０．５年，计算起始时间为１９７６０１０１．为避

免较大震级的地震数目有限而引起的计算结果不确

定性，计算所用事件的震级范围为犕Ｌ３．０～４．９．各

研究区的统计参量随时间演化情况分别如图６（ａ～ｃ）

所示，各子图由上至下分别为累积地震数、犫值、Δ犫，

以及犕Ｓ５．０以上强震的犕狋图．

作为中晚第四纪新生活动断裂带，龙日坝断裂

图６　龙日坝断裂带（ａ），龙门山断裂带（ｂ）和巧家地区统计参数时间演化分析（ｃ）

各子图自上至下分别为由犕Ｌ３．０～４．９震级范围计算的背景地震（蓝色）与全部地震（橙色）的累积地震数、犫值、Δ犫值，以及犕Ｓ５．０

以上强震的震级时间图，其中犫值时序图中还给出了计算标准差．Δ犫值时序图中红色和灰色分别对应Δ犫＜０和Δ犫＞０的情况．

Ｆｉｇ．６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ｔｕｄ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ａ）ｔｈｅＬｏｎｇｒｉｂａｆａｕｌｔｓ，

（ｂ）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ｃ）ｔｈｅＱｉａｏｊｉａ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ｔｏｐｔｏｂｏｔｔｏｍｉｎｅａｃｈｐａｎｅｌａｒｅ：ｔｈ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ｂｌ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ｏｒａｎ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犫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ｔｈｅΔ犫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ｆ犕Ｓ５．０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ａｌｓｏｇｉｖｅｎｆｏｒ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犫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ｅｒｅｄａｎｄｇｒａｙｐａｒｔｉｎｔｈｅｐｌｏｔｓｆｏｒｔｈｅΔ犫ｖａｌｕｅ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ｏｆΔ犫＜０ａｎｄΔ犫＞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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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３卷　

带将巴颜喀拉地块分为西部阿坝和东部龙门山两个

次级块体，连同龙门山断裂带及其夹持的龙门山次

级块体控制着这里的强地震活动［４１］．１９７０年以来，

在龙日坝断裂带地震丛集率低值区内共发生５次

犕Ｓ５．０以上地震，其中最大地震为１９８９年四川小金

北犕Ｓ６．５地震．在图６ａ中，小金北犕Ｓ６．５地震前背

景地震犫值下降明显，震后背景地震和全部地震的犫

值均有升高趋势，但在２００８年汶川８．０级地震前两

者均无明显变化．而Δ犫除在小金北犕Ｓ６．５地震前

负值变化、震后正值变化显著外，在汶川８．０级地震

前也出现显著的负值变化．这些统计量的时间情况

表明，相比于传统的利用全部地震计算的犫值，背景

地震犫值能较好地反映研究区的应力变化，而Δ犫对

更大区域的应力变化比前两者更为敏感．较大地震

具有较大尺度的孕震区域［４２］，如果汶川８．０级地震

前的确存在中期尺度的地震前兆，作为与龙门山断

裂带构造相关的龙日坝断裂，直觉上应比川滇地区

其他活动构造更容易观测到地震活动异常，图６ａ中

Δ犫的变化给出了一些线索．

由图６ｂ可见，龙门山断裂带地区的背景地震和

全部地震的犫值在２００８年汶川８．０级地震前出现

了近１０年的升高过程，这与通常认为强震前犫值下

降的认识不同；但Δ犫则出现了长期的负值变化．由

此可以认为，犫值更多地反映了局部应力场变化，而

Δ犫却能相对敏感地给出更大范围应力场的相对变

化．通过图６（ａ，ｂ）的对比发现，Δ犫出现了明显的同

步变化趋势；两地区的地震累积次数在小金北犕Ｓ６．５

地震前后出现趋势相反的同步转折．由此说明龙日

坝与龙门山两断裂带在地震活动上具有明显的关联

性，此外，小金北地震的发生可能对两区域的地震活

动以及汶川８．０级地震的发生有着重要影响．

对于图６ｃ对应的巧家地区，其背景地震和全部

地震的犫值保持长期平稳，但从１９９５年至今出现明

显的下降趋势，同时Δ犫负值变化持续时间也较长．

这可能表明巧家地区发生强震的危险性在增加．

７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利用基于时空ＥＴＡＳ模型的随机除从

法对川滇地区１９７０年以来的犕Ｌ３．０以上的地震活

动进行了拟合，计算了模型参数，并给出了每一地震

事件作为背景地震的概率和丛集地震的概率ρ．

分析表明，川滇地区地震活动具有明显的丛集特征．

利用随机除丛法将地震目录分成背景地震与丛集地

震后，进一步分析川滇地区丛集地震活动的时、空不

均匀性明显，地震序列具有前震事件的概率很高．

将概率值作为地震计数权重，本文考察了川滇

地区地震丛集率的空间分布，结果显示，汶川犕Ｓ８．０

地震前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存在着长期、大范围的

地震丛集率低值区，表明该段落处于应力闭锁状态．

此外，则木河与小江断裂交汇的巧家地区，以及汶川

犕Ｓ８．０地震破裂尚未穿越的龙门山断裂带南段可

能是川滇地区未来的强震潜在危险区．

作为地震丛集率法可靠性的侧面验证，和对由

此圈定的强震长期潜在危险区内当前危险状态的考

察，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地震丛集率低值区内的背

景地震与全部地震的累积地震数、犫值和新定义的

Δ犫等地震活动统计参量随时间的演化．结果表明，

构造上关系紧密的龙日坝与龙门山断裂带在地震活

动上也具有明显的关联性；巧家地区是目前川滇地

区强震危险性水平较高的区域．此外，对地震活动统

计参量的对比分析表明，犫值更多反映的是局部应

力场变化，而本研究新定义的Δ犫可给出更大范围

应力场的相对变化．

然而，汶川犕Ｓ８．０地震余震区与本文给出的龙

门山断裂带地震丛集率低值区在空间展布上似乎存

在明显矛盾———未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南段，向北

却偏离龙门山断裂带北段的茶坝—林庵寺断裂，斜

切青川断裂并延伸至陕西宁强地区．如何理解这一

矛盾之处尚需进一步的工作，但前人在以下两方面

的工作已提供了一些线索：首先，有关主震破裂未贯

穿龙门山断裂带南段，吴建平等［４３］认为是由中上地

壳的局部高速异常体对余震分布的控制作用有关，

一个可能的证据是，南端的余震全部发生在与宝兴

杂岩体对应的高速异常体的东北侧；其次，由于龙门

山地区现今地壳变动的分段差异性，以及汶川余震

区北段余震的序列特征、震源机制、深度分布与中南

段存在的显著差异［３３，４４，４５］，都表明汶川余震区北段

的破裂出乎意料，这实际上也引发了对余震区北段

余震是由先行破裂的中南段所触发的讨论［４６］．

由于真实地震活动的时空复杂性，ＥＴＡＳ模型

仅仅是对地震活动的粗略描述，其本身也在不断完

善和发展之中．本文得到的川滇地区ＥＴＡＳ模型参

数也仅为时空上的平均结果，而历史强震和低于完

整性震级的小地震的诱发效应不可忽略［４７］，这些因

素均可影响到背景地震或丛集地震概率的计算结

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仅仅是对地震数目的统计平

均，“地震丛集率”法给出的强震潜在危险区还较为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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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考虑到地震目录长度的限制、震例研究过少等

原因，地震丛集率法的可靠性尚需进一步验证．实际

上，对于几何形状复杂的断层，在应力闭锁段落或地

震活动“空区”之外的地方仍可能会发生中等地

震［３９］．因此，本方法目前仅适用于对犕Ｓ７．０以上强

震的讨论．

就２００８年汶川犕Ｓ８．０地震的长期危险性研究

而言，１９８９年四川小金北 犕Ｓ６．５地震对主震的孕

育、发生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主震破裂为何未穿越高

应力闭锁状态的龙门山断裂带南段等科学问题仍有

待进一步解答．

致　谢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超级计算中心

为本研究提供了计算资源，马宏生博士、邵志刚博士

和周龙泉博士对本文提出诸多有益建议，苏有锦研

究员和郑勇博士为本文提供了资料和程序上的帮

助，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的修改和提高帮助很大，相

关工作也得到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中国大陆未

来１０年犕≥７．０地震危险区预测”工作专项支持，

作者谨表谢意．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柯昌安，李正媛，窦玛丽．汶川８级地震前陕西地倾斜值的

异常反应．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０８，２８（６）：５６～６０

　　　ＫｅＣＡ，ＬｉＺＹ，ＤｏｕＭＬ．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ｃｒｕｓｔｔｉｌｔ

ｔｉｄａｌｆａｃｔｏｒ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ｂｅｆｏｒｅ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犕Ｓ８．０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犪狀犱犌犲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０８，２８（６）：５６～６０

［２］　胡小刚，郝晓光．汶川大地震宽带地震仪短临异常及成因初

探．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８，５１（６）：１７２６～１７３４

　　　ＨｕＸＧ，ＨａｏＸＧ．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ｐｈ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ｙ １２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０８，５１（６）：１７２６～１７３４

［３］　祝芙英，吴　云，林　剑等．汶川犕Ｓ８．０地震前电离层ＴＥＣ

异常分析．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０８，２８（６）：１６～２１

　　　ＺｈｕＦＹ，ＷｕＹ，ＬｉｎＪ，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ＥＣ

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ｒｉｏｒｔｏＷｅｎｃｈｕａｎ犕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犱犲狊狔犪狀犱犌犲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８，２８（６）：１６～

２１

［４］　ＨｕａｎｇＱ．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ｐ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犕ｓ８．０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犔犲狋狋．，２００８，

３５：Ｌ２３３０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８ＧＬ０３６２７０

［５］　ＳｙｋｅｓＬＲ，ＳｈａｗＢＥ，ＳｃｈｏｌｚＣＨ．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犘狌狉犲犃狆狆犾．犌犲狅狆犺狔狊．，１９９９，１５５：２０７～２３２

［６］　闻学泽，张培震，杜　方等．２００８年汶川８．０级地震发生的

历史与现今地震活动背景．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９，５２（２）：

４４４～４５４

　　　ＷｅｎＸＺ，ＺｈａｎｇＰＺ，ＤｕＦ，ｅｔａｌ．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２００８犕Ｓ８．０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犆犺犻狀犲狊犲

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９，５２（２）：４４４～４５４

［７］　ＧｉａｒｄｉｎｉＤ，ＧｒｕｅｎｔｈａｌＧ，ＳｈｅｄｌｏｃｋＫ，ｅｔａｌ．ＴｈｅＧＳＨＡ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ａｐ．Ｉｎ： Ｌｅｅ， Ｗ． Ｈ． Ｋ．，

Ｋａｎａｍｏｒｉ，Ｈ．，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Ｐ．Ｃ．ａｎｄＫｉｓｓｌｉｎｇｅｒ，Ｃ．（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１２３３～

１２３９

［８］　ＰａｒｖｅｚＩＡ，ＶａｃｃａｒｉＦ，ＰａｎｚａＧ 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ｎｓｉｔ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Ｄｅｌｈｉｃｉｔｙ．犆狌狉狉犲狀狋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６，

９１（６）：８２７～８３５

［９］　ＣｏｒｎｅｌｌＣ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ｉｓ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犅狌犾犾．犛犲犻狊犿．

犛狅犮．犃犿犲狉．，１９６８，５８：１５８３～１６０６

［１０］　ＰａｎｚａＧＦ，ＲｏｍａｎｅｌｉＦ，ＶａｃｃａｒｉＦ，ｅｔ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ｂｒｉｄ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Ｉｎ：ＣｈｅｎＹ Ｔ，ＰａｎｚａＧＦ，ＷｕＺＬ （ｅｄ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Ｈａｚａｒｄ，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３２３～３４９

［１１］　Ｈｅｌｍｓｔｅｔｔｅｒ Ａ，Ｓｏｒｎｅｔｔｅ Ｄ． Ｆｏｒｅｓｈｏｃｋ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ｃａｓｃａｄｅｓｏｆ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２００３，

１０８（Ｂ１０）：２４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３ＪＢ００２４０９

［１２］　ＺｈｕａｎｇＪ，ＯｇａｔａＹ，ＶｅｒｅＪｏｎｅｓ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ｏｆ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犑．犃犿犲狉．犛狋犪狋．犃狊狊狅犮．，

２００２，９７：３６９～３８０

［１３］　Ｏｇａｔａ Ｙ．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ｃｈａｎｇｅｓ．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２００４，

１０９：Ｂ０３３０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３ＪＢ００２６２１

［１４］　ＺｈｕａｎｇＪ，ＣｈａｎｇＣＰ，ＯｇａｔａＹ，ｅｔａｌ．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ｂｙ

ｕｓ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ｓ．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２００５，１１０：

Ｂ０５Ｓ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４ＪＢ００３１５７

［１５］　闻学泽．活动断裂的可变破裂尺度地震行为与级联破裂模式

的应用．地震学报，２００１，２３（４）：３８０～３９０

　　　ＷｅｎＸＺ．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ｃａｌｅｏｎ

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ｃａｄｅｒｕｐｔｕｒ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犃犮狋犪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１，１４（４）：４０４～４１６

［１６］　易桂喜，闻学泽，范　军等．由地震活动参数分析安宁河一

则木河断裂带的现今活动习性及地震危险性．地震学报，

２００４，２６（３）：２９４～３０３

　　　ＹｉＧＸ，ＷｅｎＸＺ，ＦａｎＪ，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ｉｓｋｏｆｔｈｅＡｎｎｉｎｇｈｅＺｅｍｕ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

ｆｒｏｍ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犃犮狋犪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４，

１７（３）：３２２～３３３

［１７］　易桂喜，闻学泽，王思维等．由地震活动参数分析龙门山—

岷山断裂带的现今活动习性与地震危险性．中国地震，

２００６，２２（２）：１１７～１２５

　　　ＹｉＧＸ，ＷｅｎＸ Ｗ，ＷａｎｇＳ Ｗ，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ｉｓｋ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

Ｍｉ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ｆｒｏｍ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犆犺犻狀犲狊犲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６，２２（２）：

５１３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３卷　

１１７～１２５

［１８］　易桂喜，闻学泽，苏有锦．川滇活动地块东边界强震危险性

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８，５１（６）：１７１９～１７２５

　　　ＹｉＧＸ，ＷｅｎＸＺ，ＳｕＹＪ．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ｉｓｋｆｏ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ｅｄｂｌｏｃｋ，Ｃｈｉｎａ．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８，５１（６）：１７１９～１７２５

［１９］　ＧｋａｒｌａｏｕｎｉＣ，ＰａｐａｄｉｍｉｔｒｉｏｕＥＥ，ＫａｒａｋｏｓｔａｓＶＧ，ｅｔ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犃犮狋犪

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８，２１（２）：１８１～１２１

［２０］　ＯｍｏｒｉＦ．Ｏｎ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犑．犆狅犾犾．犛犮犻．

犐犿狆．犝狀犻狏．犜狅犽狔狅，１８９４，７：１１～２０

［２１］　Ｏｇａｔａ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ｐｏｉ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犑．犃犿犲狉．犛狋犪狋犻狊狋．

犃狊狊狅犮．，１９８８，８３：９～２７

［２２］　Ｏｇａｔａ 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ｂｙ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犜犲犮狋狅狀狅狆犺狔狊犻犮狊，

１９８９，１６９：１５９～１７４

［２３］　Ｏｇａｔａ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ｎ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ｃｅ．犑．犌犲狅狆犺狔狊．

犚犲狊．，２００１，１０６：８７２９～８７４４

［２４］　ＧａｒｄｎｅｒＪＫ，ＫｎｏｐｏｆｆＬ．Ｉｓｔｈ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ｗｉｔｈ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ｒｅｍｏｖｅｄ，Ｐｏｉｓｓｏｎｉａｎ？

犅狌犾犾．犛犲犻狊犿．犛狅犮．犃犿犲狉．，１９７４，６４：１３６３～１３６７

［２５］　ＫｏｓｓｏｂｏｋｏｖＶ Ｇ．Ｔｅｓｔ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犕ｗＨＲＶ≥５．８．犜犲犮狋狅狀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２００６，４１３：２５～

３１

［２６］　ＺｈｕａｎｇＪ，Ｏｇａｔａ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ｅｖｅｎｔｉｎ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ｆｏｒｅｓｈｏｃｋｓ．犘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犈．，２００６，

７３：０４６１３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３／ＰｈｙｓＲｅｖＥ．７３．０４６１３４

［２７］　ＫａｇａｎＹ Ｙ．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ｓ．

犌犲狅狆犺狔狊．犑．犐狀狋．，１９９１，１０６：１３５～１４８

［２８］　ＭｕｓｍｅｃｉＦ，ＶｅｒｅＪｏｎｅｓＤ．Ａ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犃狀狀．犐狀狊狋．犛狋犪狋犕犪狋犺．，１９９２，４４：

１～１１

［２９］　ＣｏｎｓｏｌｅＲ，Ｍｕｒｒｕ Ｍ．Ａ 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ｔｅｓｔ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２００１，１０６（Ｂ５）：

８６９９～８７１１

［３０］　ＯｇａｔａＹ．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 犃狀狀犪犾狊 狅犳 狋犺犲 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 狅犳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

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１９９８，５０（２）：３７９～４０２

［３１］　ＲｅａｓｅｎｂｅｒｇＰ．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ｍｏｍｅｎｔ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１９６９１９８２．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１９８５，９０：５４７９～

５４９５

［３２］　Ｘｕ Ｘ Ｗ， Ｄｅｎｇ Ｑ 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１９９６，１０１：

６２０９～６２３１

［３３］　ＨｕａｎｇＹ，ＷｕＪＰ，ＺｈａｎｇＴＺ，ｅｔａｌ．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犕８．０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ｅｑｕｅｎｃｅ．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

犆犺犻狀犪犛犲狉犻犲狊犇：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０８，５１：１７０３～１７１１

［３４］　苏有锦，李永莉，李忠华等．川滇地区区域地震目录完整性

最小震级分析．地震研究，２００３，２６（增刊）：１０～１６

　　　ＳｕＹＪ，ＬｉＹ Ｌ，ＬｉＺ Ｈ，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３，２６（Ｓｕｐｐｌ．）：１０～１６

［３５］　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公元前２３世纪～

公元１９１１年）．北京：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３６］　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近代地震目录（公元１９１２～

１９９０犕Ｓ≥４．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３７］　Ｋａｆｋａ Ａ 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ｔｈａｔ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ｅｓａｒｅａｓｗｈｅｒｅｆｕｔｕｒｅ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ｏｃｃｕｒ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犛犲犻狊．

犚犲狊．犔犲狋狋．，２００２，７３：９９０～１００１

［３８］　ＣｏｎｓｏｌｅＲ，ＭｕｒｒｕＭ，ＣａｔａｌｌｉＦ，ｅｔａｌ．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

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ｌａｗ：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ａｐｕｒｅｌｙ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ＥＴＡＳｍｏｄｅｌ．犛犲犻狊．犚犲狊．犔犲狋狋．，２００７，７８：４９～５６

［３９］　ＰａｒｓｏｎｓＴ．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ａｎｄｇａｐｓｆｒｏｍｓｌｉｐ

ｏｎ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ｆａｕｌｔｓ．犖犪狋狌狉犲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８，１：５９～６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ｎｇｅｏ．２００７．３６

［４０］　ＬｉｎＣＨ．Ｔｈｅ１９９９Ｔａｉｗ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ｔｒｅｓｓ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ｈｅｅｌｓｈａｐｅｄ ｍｏｄｅｌ．犅狌犾犾．犛犲犻狊犿．犛狅犮．犃犿犲狉．，

２００１，９１：１０５３～１０６１

［４１］　徐锡伟，闻学泽，陈桂华．巴颜喀拉地块东部龙日坝断裂带

的发现及其大地构造意义．中国科学Ｄ辑：地球科学，２００８，

３８（５）：５２９～５４２

　　　ＸｕＸ Ｗ，ＷｅｎＸＺ，ＣｈｅｎＧ Ｈ，ｅｔａ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ｔｈｅ

Ｌｏｎｇｒｉｂａ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ａｙａｎＨａｒＢｌｏｃｋ，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犛犲狉犻犲狊犇：犈犪狉狋犺

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０８，５１（９）：１２０９～１２２３

［４２］　ＫｏｓｓｏｂｏｋｏｖＶ Ｇ，Ｓｏｌｏｖｉｅｖ Ａ 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

ｅｖｅｎｔ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犚狌狊狊犻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狋犺犲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０８，１０：ＥＳ２００５，

ｄｏｉ：１０．２２０５／２００７ＥＳ０００２５１

［４３］　吴建平，黄　媛，张天中等．汶川犕Ｓ８．０级地震余震分布及

周边区域Ｐ波三维速度结构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９，５２

（２）：３２０～３２８

　　　ＷｕＪＰ，ＨｕａｎｇＹ，ＺｈａｎｇＴＺ，ｅｔａｌ．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犕Ｓ８．０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

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ａｎｄａｒｏｕ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ｇｉｏｎ．犆犺犻狀犲狊犲

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９，５２（２）：３２０～３２８

［４４］　蒋海昆，黎明晓，吴　琼等．汶川８．０级地震序列及相关问

６１３



　２期 蒋长胜等：基于时空ＥＴＡＳ模型给出的川滇地区背景地震活动和强震潜在危险区

题讨论．地震地质，２００８，３０（３）：７４６～７５８

　　　ＪｉａｎｇＨＫ，ＬｉＭＸ，ＷｕＱ，ｅｔ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ｙ１２

犕８．０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犌犲狅犾狅犵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０８，３０（３）：７４６～７５８

［４５］　徐锡伟，闻学泽，叶建青等．汶川犕Ｓ８．０地震地表破裂带及

其发震构造．地震地质，２００８，３０：５９７～６２９

　　　ＸｕＸＷ，ＷｅｎＸＺ，ＹｅＪＱ，ｅｔａｌ．Ｔｈｅ犕Ｓ８．０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犌犲狅犾狅犵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８，３０：５９７～６２９

［４６］　华　卫，陈章立，李志雄等．汶川８．０级地震触发与余震活

动空间分布研究．地震，２００９，２９（１）：３３～３９

　　　ＨｕａＷ，ＣｈｅｎＺＬ，ＬｉＺＸ，ｅｔ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犕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９，２９（１）：３３～３９

［４７］　ＳｏｒｎｅｔｔｅＤ，ＷｅｒｎｅｒＭＪ．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ｂｉａｓｅｄｂｙｕｎ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犑．

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２００５，１１０：Ｂ０９３０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５ＪＢ００３６２１

（本文编辑　汪海英）

７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