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3卷 第 1期 

2011年 1月 (1—14) 

地 震 学 报 

ACTA SEISMOLoGICA SINICA 

Vo1．33，NO．1 

Jan．，2011 

王林瑛 ，李艳娥 ，李芳 ，李广平，张天 中，包 淑娴 ，苏金蓉．2011．汶川地震前后地震波速 比和视速度变化 特征 的研究 

地震学报 ，33(1)：1 14． 

Wang Linying，Li Yan’e，Li Fang，Li Guangping，Zhang Tianzhong，Bao Shuxian，Su Jinrong．2011．Temporal varia 

tion of Vp／ s，VP and s before and after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Acta Seismologica Sinica，33(1)：1 14． 

汶川地震前后地震波速比和 

视速度变化特征的研究 

王林瑛  ̈ 李艳娥D 李 芳 李广平 

张天 中  ̈ 包淑娴” 苏金蓉。 

1)中国北京 100081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2)中国沈 阳 110034辽宁省地震局 

3)中国成都 610041四川I省地震局 

摘要 2008年 5月 12日在中国四川I省境内龙门山断裂带发生了8级巨大地震．在其主震前 

后随着震 源区附近应力状态 的改变 ，地壳介质的物性是否也存 在相应的异 常变化过程?该问 

题成为汶川地震研究 的热点科学 问题之一．本研究搜集和整理了中国地震 局 四川I数 字地 震台 

网 2001年 1月 1日一2010年 5月 31日产出的震 相观测报 告 ，和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流动数 字地震 台网 2008年 5月 12日一9月 30日产出的震相观测报告 ，采用多台和达法和多 

地震联合测定法 ，根据人选 的直达波 Pg和 Sg的震相数据 ，重点研究 了龙 门山断裂及其 附近 

地 区的 P波 和 s波视 速度 的时间变化特征 ，并与波速 比的时间变化特征进行 了对 比分析．为 

保证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较为严格的筛选和限定．研究发 

现 ，龙门山断裂及其附近地 区 ，在汶JiI地震前 P波和 s波视速度存在 4年左 右的明显 降低 过 

程 ，到震前约半年出现快速恢复．在震前 P波和 S波的视速度 明显 降低 的过程中 ，波速 比的 

低值异 常过程仅为 2年多 ，且 幅度小持续 时 间较 短．在 波速 比和视速度 异常发 展的进 程 中， 

进入发震 中短期异常快速恢复是两者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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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May 12，2008，a great earthquake of Ms8
． 0 occurred on Long— 

menshan fault，Sichuan，China． With the stress change near—SOurce region be— 

fore and after the mainshock，would there have been corresponding physica1 

property change of crust media?It became one of the hot questions in the re- 

search of W enchuan earthquake．In this study we collected seismic phase data 

from January 1，2001，to May 31，2010，reported by Sichuan Digital Station 

Network of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CEA)，and the phase data from 

M ay 1 2 to September 30，2008，reported by the Mobile Digital Seismic Network 

of Institute of Geophysics，CEA． We processed these data using the W adati 

method．Based on the phase arrival times of selected direct wave Pg and Sg w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emporal variation of wave apparent veloci— 

ty，and compared the velocity variation with the temporal variation of wave ve一 

1ocity ratio．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stability of the calculated resuIt，we 

carefully winnowed the data．0ur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in Longmenshan 

iault zone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there was a 4 years obvious decrease 

process of P and S-wave apparent velocity before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at the time of half year before the earthquake an abrupt return aPPeared
．  

Different from apparent velocity，the anomalous variation of wave velocitv ratio 

showed a low amplitude decrease and lasted only for more than 2 years
． But 

both wave velocity ratio and apparent velocity decrease returned fast at the time 

of half year before the mainshock． 

Key words：W enchuan earthquake；apparent velocity；wave velocity ratio 

引言 

2008年 5月 l2日在中国四川省境内的龙门山断裂带上发生了 8级巨大地震 ，其灾害 

是惨烈的．但其前后发生的众多地震和记录到的大量数字地震资料，为获取和推动认识 8 

级巨大地震的发震机理和波速演化特征的研究 ，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 8级地震前后数字地震 

台网记录的资料和数据 ，为在现代数 字记录基础上开展 8级地震研究创造 了难得的有利条 

件．汶川地震后 ，随着时问的推移 ，有关汶川地震的构造地质学、地球动力学、地震学 、勘 

探地球物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认识和进展．充分利用地震前后获取的各种观测 

资料和数据，研究 8级巨震前后不同地球物理特性的变化过程，对于提升抗御巨大地震的 

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由于在地壳演化过程中，介质 的物理性状将产生一 系列变化 ，如出现微破裂 、扩容、 

塑性硬化及相变等 ，地震波通过地壳介质时 ，波速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这是利用波速比研 

究介质物性 的重要依据(冯德益 ，1981)．早在上世纪 50年代初 ，地震波速和波速比的研究 

就 已提出：一些强震前，震源区存在波速异常(李善邦 ，1981)．但几十年来 ，国际上对震前 

是否存在地震波速异常一直存在争议．我国的一些地震学者一直致力于该方面的研究(冯 

德益等，1978)．但由于受地震台网观测技术所限，大震前后波速比变化特征的研究一度发 

展缓慢．近几年来，随着数字地震观测仪器的改进和台站布局密度的增大，以及震相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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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积累和观测精度的提高，有关利用数字地震资料分析 中强地震前后地震波速变化特 

征 的研究结果逐渐增多，如 ：黎明晓和刘杰(2006)、张小涛等 (2006)、邹振轩等(2006)、王 

林瑛等(2008)，分别对不同区域发生的中强地震前后和水库地震进行了波速 比变化特征的 

震例研究，对震前存在波速异常给予了肯定．随着美国“帕克菲尔德圣安德 烈斯断层深部 

探测计划”更为深入地实施和研究 ，发现在主动源钻井实验 中，探测到了波速随应力的变 

化 ，同时发现了两次小震前的波速异常(Niu et n￡，2008)．但上述研究大都局限于小震 、中 

等地震和水库地震．由于缺乏相对密集的台站观测条件的支持，很少见到关于 7级以上地 

震前后利用数字化地震记录进行 的波速比和波速变化特征的研究．自2001年至今，在四川 

省数字地震观测 台网建设和稳定运行了 ¨ 年左右的基础上 ，获取了极为丰富的微震震相 

观测数据．汶川 8级地震的发生，使得研究 8级地震前后波速和波速 比的变化成为可能． 

汶川地震以其 330 km的巨大破裂长度闻名 (黄媛等，2008)，称其 为汶川一北川一青川地 

震可能更为贴切．其余震具有明显的 NE—NNE向条状分布，单侧破裂特征明显．如此巨大 

的宏观破裂，构造介质的物性在震前和震后是否存在时问上的变化过程?该问题对于认知 

汶川巨大强震发生的机理和孕育过程 ，无疑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 

1 波速计算方法与可靠性分析 

本研究搜集和整理了四川省地震局数字地震台网 2001年 1月 1日一2O10年 5月 31日 

的震相观测报告 ，以及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流动数字地震 台网 2008年 5月 12日一 

9月 30 Et的震相观测报告．计算方法采用了多台和达法和多震联合测定法 ，主要选取直达 

波 Pg和 Sg的震相数据，重点研究地壳内 30 km到地表的平均波速 比和视速度的时问变化 

特征．利用 9万多对直达波震相数据 ，从 中精选 出判读精度高 的 2万多对优质震相数据 ， 

计算了汶川地震余震 区的波速 比 ／v ， 和 值，分析 了其时间变化特征．考虑到震源 

深度 的确定中仍存在较大的测定误差 ，73 和 值的计算分别使用的是震 中距和 P、S波的 

走时，因此本文的 和 值为视速度值． 

1．1 计算方法和约束条件 

本研究采用的计算方法为多台和达法．该方法由日本地震学家和达清夫 1928年提出． 

在假定震源区到地表为理想均匀弹性介质的条件下，纵波速度 和横波速度 与介质泊 

松比 、杨氏模量 E和介质密度 P之间的关系为(李善邦 ，1981) 

(1) 

(2) 

Vp  
一  

2

卜

(1--

2

a )
-  (3) 

s 
1— 2 ⋯  

由公式(3)可见，Vp／ 为介质的泊松比 的函数，主要反映的是地壳上层介质泊松比 

的变化，P波和S波的速度则与介质的泊松比 、杨氏模量 E和介质密度p密切相关．本研 

究在计算波速比的同时也计算了 P波和 s波的视速度． 

根据 P波走时和 P、S波到时差 的线性关系得到 Vp／v 波速 比值 (公式(4))，线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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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R根据公式(5)计算得 出．根据 P波走时和相应台站震中距的线性关系可得到 视速 

度 (公式(6))．同理，根据 S波走时和相应台站震 中距 的线性关系可得到 s视速度(公式 

(7))．计算误差 7由公式(8)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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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4)一(8)中， ／ 。为波速 比，t 为 P波走时 ，t。 为 S波走时 ，At 一t 一t D 为震中 

距 ， 为每个地震到时数据个数 ，)，为波速 比的计算误差， n：(t 一t。)～At ( ／vs一1) 

(冯德益，1981)． 

1．2 震相数据选取 

地震波速计算的关键要点是震StUN读的精度和可靠性判定．影响波速计算精度的主要 

因素有 ：直达 P波和 S波的到时判读精度 、参 与拟合 的台站个数 、地震定位精度等．为 了 

将上述因素的影响尽可能降低到最小，首先对参与计算的地震震相数据进行了如下限定： 

1)台站选择范围的限定．多台和达法假定的理想环境是分层介质均匀，在一定空间分 

布范围内，可不考虑地震分层和分布的差异性．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不同地区介质物性 

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导致波速计算结果波动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为尽可能减少地 

震波传播路径的差异，又能保证相对密集的地震射线通过量，本研究对P、S波的到时差选 

择进行了限定 ，选取 △￡≤18 S．由于地震波记录的数据采用数字化记录，判读精度可达到 

0．02 S以内．由于 △￡的选取范围相对有限，每个符合约束条件的地震计算 出的视速度基本 

代表了距震中约 15O km半径区域内的介质平均物性．图 1a，b分别为汶川I地震前后符合 

限定条件的入选地震和数字地震台站空间分布．和达法假定震源区到地表介质为理想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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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的重要科学问题之一． 

由此也可能表明，汶川巨大地震前的中期阶段 ，在孕震 区附近的断裂带 ，由于其处于 

高度闭锁状态 ，先期表现主要特征是高应力积累环境下所导致的介质密度或杨 氏模量 变 

化，且最为突出；但随着微裂隙的发育，活跃的水介质的逐渐渗入，使得微裂隙产生膨胀． 

此阶段 P波和 S波的视速度变化的差异性增大且 同时快速 回升 ，泊松 比的变化也开始增 

加 ，由此进入发震的中短期． 

S波视速度与 P波视速度在经历 了余震初期反向变化后 ，在余震中后期基本稳定在高 

于均值的水平以上波动，具有震前低 、震后高的明显差异性变化特征．S波视速度与 P波 

视速度震前明显降低，很可能与龙门山断裂在震前巨大和长期的挤压下导致其介质密度明 

显增加有关．而震后的波速一定程度的升高 ，可能反映了龙 门山断裂震后长期积累的巨大 

能量快速释放阶段 ，断层介质在进一步充分破裂贯通的过程中，介质密度相应降低，导致 

波速相应系统升高． 

2)根据四川地区在汶川巨大地震前后 的视速度异常空 问分布，震前低值区范 围至少 

在 400 km 以上 ，波速低值异常的大空问尺度和较长持续时间 ，可能是 巨大地震发生区域 

和时间判定的重要参考依据．在冯德益教授《地震波速异常》一书 中介绍 了我 国 1974年 5 

月云南大关 7．1级地震 ，震前波速比从 1966年开始下降，1972年底回升，异常时间 6年左 

右；1975年2月辽宁海城7．3级地震，震前波速比至少在震前 4年开始下降，震前 1O个月 

恢复，波速比异常 4年左右 ；1976年 7月河北唐 山 7．8级地震 ，波速比在 1970年前就开始 

异常，1976年 2月前后恢复，4个月后发震 ，波速比异常至少 6年左右．由此可见 ，对于 7 

级以上大震 ，波速 比异常的时问可能在 4—6年左右(冯德益 ，1981)．汶川地震则不同，大 

震前的视速度异常大致持续 4年左右时间，波速 比异常并不突 出，仅有 1 2年的小 幅变 

化．根据地震波弹性理论分析 ，波速比仅与泊松 比相关．由于泊松 比的物理意义是介质横 

向缩短与纵 向长度伸长之 比，因此波速比反映的是地壳形变特征 (公式 (3))．而波速所反 

映的介质弹性参数除泊松比外，还包括介质密度或杨氏模量 (公式(1)、(2))，含有的介质 

弹性特征更为丰富．汶川地震前波速 比异常不突出 ，但视速度变化显著的特殊性 ，可能与 

汶川地震特殊的构造环境和受力方式相关．不论是波速比还是波速变化 ，都反映的是地壳 

介质弹性特征的改变 ，异常持续时间在 4年以上，可能是判断未来地震强度超过 7级 的重 

要参考依据． 

3)通过地震波速提取和监控地下介质物性的变化，对深入认识 巨大地震 的发震机理 

和演化过程 ，以及探索预测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对许绍燮院士 、朱传镇教授和许忠淮教授给予本研究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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