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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临界慢化（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ｌｏｗｉｎｇｄｏｗｎ）现象在揭示复杂动力系统是否趋于临界性灾变方面展示了重要

潜力．本文基于临界慢化的概念，将其用于水氡浓度观测资料的处理．以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汶川８．０级地震前龙门

山断裂带破裂段及附近地区水氡浓度观测点资料为例，分别计算了表征临界慢化现象的自相关系数和方差．结果

表明，汶川８．０级地震前，不同台站的水氡浓度震前都存在明显的临界慢化现象，这表明临界慢化现象可能是强地

震发生前的一个早期信号．将临界慢化理论引入地震前兆资料的研究，对深入认识地震前兆机理、判定前兆异常所

处阶段以及提高地震预测水平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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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１４时２８分，四川汶川发生

里氏８．０级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地震发生后，对震前可能的短临
［１～３］、中期尺

度［４，５］和长期尺度［６］上的地震活动异常现象已有诸

多回溯性研究．然而，作为地震前兆观测重要手段之

一的流体观测，在震中所在龙门山断裂带及其附近

地区，震前是否可观测到表征地震即将发生的流体

异常早期信号仍是亟待探讨的科学问题之一．

近年来，复杂动力系统的临界慢化现象在不同

的学科领域都受到了普遍关注，并在解释突发性灾

变事件和寻找灾变前的前兆信息等方面展示了重要

潜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突发性灾变前的临界慢化

现象在多系统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７］．例如在气候

动力学中，一个典型的实例是，大约在３４百万年前，

地球在从温室状态向冰室状态转换的过程中，去除

趋势的ＣａＣＯ３ 浓度时间序列自相关曲线呈现出逐

渐增加的趋势，可以用临界转换来解释［８，９］．在生态

系统中，捕捞往往导致鱼群数量增大，鱼群数量在从

稳定状态向混沌状态过渡前，涨落幅度（用标准差表

示）和慢度（用自相关系数表示）都出现了增大现

象［１０～１２］．医学中的哮喘病和癫痫病发作前，以及金

融市场中的重大事件发生前也都普遍存在类似的临

界转换现象［１３，１４］．在地震学中，地震具有分形和临

界点现象被国内外很多地震学家所认可［１５～１９］．在水

文地震学中，井水位观测也不乏临界现象的实例，例

如日本Ｕｓｕ火山２０００年喷发前３个月，在距离火

山喷发点２ｋｍ远的一口１２００ｍ深的承压破裂岩石

含水层井孔中，观测到的水位波动严格遵循尺度原

则和幂律分布特征，并表现为明显的自相似性，该现

象被认为是地壳岩石破裂前所固有的临界现象．此

外，利用这种临界转换信息，至少在火山喷发前１个

月就能做出准确的预测［２０］．在国内，以往地震地下

流体震例总结中发现，在临近地震发生前，普遍存在

水氡含量幅度增大，持续时间变长的现象［２１，２２］，这

些观测现象均表明地下流体在地震发生前可能存在

临界慢化现象．

由此可见，对地下流体观测资料的临界慢化现

象研究，无论在提高前兆观测资料的认识水平、判定

前兆异常所处的阶段，以及拓展地震前兆资料用于

地震预测预报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本研究将基于岩石破裂实验

结果并结合临界慢化理论，在分析临界慢化现象可

能导致的自相关系数和方差增大现象的基础上，将

其应用于水氡浓度观测资料的处理中．以龙门山断

裂周边地区４个水氡观测点资料为例说明临界慢化

的计算方法，并结合汶川８．０级地震前全国模拟水

氡观测资料的计算结果讨论可能存在的临界慢化

现象．

２　临界慢化现象

２．１　基本概念

临界慢化是统计物理学中的概念．当动力系统

由一种相态向另一种相态发生突变之前，系统在向

临界点趋近的过程中，尤其是临界点上会出现有利

于新相形成的分散涨落现象．这种分散涨落不仅表

现为幅度的增大，而且还表现为涨落的持续时间拉

长、扰动的恢复速率变慢，以及回复到旧相的能力变

小等现象，这种时间的拉长、恢复速率的变慢及回复

能力的变小等被称为慢化［２３］．当涨落所涉及的尺度

遍及整个系统时，系统产生整体相变，新相就再也无

法恢复到旧相状态了．对于地震而言，震源区震前的

应力积累可以理解为旧相，震时的应变释放为相变，

在相变发生前，震源及附近地区往往会出现一些前

兆，其扰动的恢复变慢、持续时间拉长就是系统临界

慢化的具体表现．

２．２　实验基础

岩石破裂实验是研究地震等灾变成因的重要物

理模拟手段，岩石加载实验过程中也记录到类似临

界慢化现象的特征．图１为岩石加载过程中记录的

应变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由图可见，在加载的初期

阶段，岩石试件处于弹性阶段，应变呈现出很好的周

期性变化特征；当加载过程接近于岩石破裂阶段时，

应变的准周期特征逐渐消失，呈现出指数变化特征，

并且表现为变化幅度显著增大、等时长内变形差距

明显拉大的现象．由此表明，当岩石加载接近于临界

破裂点时出现了明显的变形恢复慢化现象．

８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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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岩石加载实验中的临界慢化现象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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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临界慢化的检测方法

类似于地震这样的复杂地球动力学系统，想全

面系统地检测其恢复速率是很困难的．然而，通过检

测小幅度扰动的恢复速率来判断系统的状态仍提供

了一定的可能．一般来讲，当系统在向临界点逼近的

过程中，小幅度扰动的恢复速率会越来越慢，当趋近

于临界点时，恢复速率将趋于零，因此，检测小幅度

扰动后的恢复情况，为判定系统是否向临界点接近

提供了方法．系统在小幅度扰动下恢复到平衡态的

过程近似于指数衰减关系，系统的恢复情况与系统

的恢复速率和恢复时间有关［２５～２８］，假设扰动的恢复

速度为犽，恢复时间为Δ狋，则该过程可以表示为：

狔狀＋１ ＝ｅ
犽Δ狋
狔狀＋σε狀， （１）

其中，狔狀 表示系统状态变量对平衡态的偏离量，ε狀

为符合正态分布的系统白噪声，σ为标准差．当犽和

Δ狋独立于狔狀 时，该过程简化为一阶的自回归模型

犃犚（１）：

狔狀＋１ ＝α狔狀＋σε狀， （２）

其中，自相关系数α＝ｅ
犽Δ狋，对于白噪声，相关系数衡

为０，红噪声的相关系数衡为１．α值越接近１，其自

相关函数（ＡＣＦ）就变得越平坦，说明系统衰减的速

率越慢，就越接近于临界状态，因此利用自相关系数

可以确定系统的恢复速度，从而判断系统是否趋于

分岔点的临界状态．

另外，对犃犚（１）过程的分析还可通过方差来描

述［２９］：

　Ｖａｒ（狔狀＋１）＝Ｅ（狔
２
狀）＋（Ｅ（狔狀））

２
＝
σ
２

１－α
２
，（３）

其中Ｖａｒ表示方差，Ｅ表示数学期望值．

由（３）式可见，当相关系数向１趋近的过程中，

方差会趋近于无穷大．由此说明，方差增大也是判断

临界慢化现象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也就是说，当系统

趋向于临界状态时，尽管小幅度扰动的恢复速率会

减缓，然而累积效应会导致方差的增大．另外，从物

理学的角度来讲，真实的地球物理观测系统具有时

间记忆特性，系统所处的状态不仅与当前的状态有

关，还与之前的状态有密切的关系．当系统趋于临界

点时，随机、无序状态会向有序状态转变，系统的状

态与之前的状态会越来越相似，这种特征在统计学

上也主要表现为相关系数和方差的增大．

因此，对小幅度扰动恢复速率的检测可以用相

关系数、方差来描述．即当系统在向临界点趋近的过

程中，扰动的恢复速率可能会变慢，扰动的自相关增

大和方差变大是两个检测临界慢化现象的重要指标．

３　资料概况

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模拟水氡观测网中，共收

集到的７４个稳定性较好、干扰较少的模拟水氡日值

观测资料，其中，沿龙门山断裂带及附近地区的水氡

浓度观测资料相对较少，我们共收集了４个水氡点

的资料，即理县、松潘拱背、雅安和安县水氡，具体分

布情况如图２．松潘拱背和理县水氡两个观测点位

于龙门山断裂带西部的阿坝州，观测点位置处于很

特别的地方，与龙门山山脉同属于川青刚性块体，有

相似的地质构造，长期受到青藏高原由西向东的强

烈挤压，能够直接或间接反应龙门山断裂带上的地

震孕育信息．其中，松潘拱背泉点位于龙门山断裂中

段边缘的阿坝州松潘县进安乡，地处岷江断裂带上

盘，所处地点的地下水环境为基岩裂隙水系统，水质

为重碳酸钙镁型，自１９７７年１１月正式观测至今．理

县观测点位于阿坝州理县境内，理县东北邻松潘地

块和阿坝地块，西北为马尔康断裂，西南为鲜水河断

裂带，东南部为龙门山断裂带，自１９８４年初开始观

测至今．雅安和安县水氡两个观测点位于龙门山断

裂带东侧，安县观测点位于龙门山断裂带中段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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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８年汶川８．０级地震附近的水氡观测点分布

图．图中正方形表示水氡观测点，圆圈表示２００８年５月

１２日至１２月１０日５级以上地震分布（据中国地震台网

中心目录），矩形方框为汶川主震破裂带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ａｄ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ｏｕｎｄ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２００８．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

ｓｑｕａｒ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ｒａｄ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ｒｃｌｅｓｄｅｎｏｔｅ

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ａｂｏｖｅ５ｆｒｏｍ Ｍａｙ

１２，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０，２００８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ｅｎｔｅｒｃａｔａｌｏｇ）．Ａ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

ｂｏｘ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

县境内，地处灌县—安县断裂带，该断裂从江油向南

西经安县、绵竹延至灌县以南，长约１３０ｋｍ，泉点正

位于龙门山褶断带前缘与四川盆地接壤带的山前不

整合面上，自１９８０年６月投入观测，汶川地震后该

观测点被破坏．雅安台位于龙门山断裂带南段与荥

经－马边断裂带交汇部位东侧的雅安县境内，观测

泉点距龙门山主干断裂３０ｋｍ左右，该泉水是由粘

土层下覆泥岩深部层间水受层压沿孔隙冒出的上升

泉，自１９９４年开始水氡观测．

４　计算与结果分析

４．１　水氡资料的临界慢化现象度量

利用能体现临界慢化特征的自相关系数和方差

两个判定指标，对松潘、理县、雅安和安县４个水氡

观测资料进行计算．为消除水氡观测资料中周期性

年变及趋势变化对计算结果的影响，首先利用小波

分解方法去除观测资料中的周期性年变及长趋势变

化信息，得到水氡观测资料偏离平衡态的高频波动

信息，然后分别计算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１日前高频波动

信息的自相关系数和方差．

图３为雅安台水氡观测资料的计算结果，图３ａ

中的灰色曲线为原始水氡观测资料，黑色为６阶小

图３　２００８年汶川８．０级地震之前雅安水氡的临界慢化现象

（ａ）灰色为原始水氡观测资料，黑色为小波变换提取的趋势信息；（ｂ）去除趋势信息后的

高频信息；（ｃ）高频信息的方差；（ｄ）高频信息的自相关系数．

Ｆｉｇ．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ｌｏｗｉｎｇｄｏｗ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ｆｏｒＹａ′ａｎｗａｔｅｒｒａｄ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２００８
（ａ）Ｇｒａｙｆｏｒ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ｏｆｒａｄｏｎ，ｂｌａｃｋ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

ｄｅｔｒｅｎｄｉｎｇ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Ｄｅｎｏｔｅｓ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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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变换提取的趋势信息，图３ｂ为去除趋势信息后的

高频信息，表示对平衡态的偏离量，图３ｃ为高频信

息的方差，图３ｄ为高频信息的自相关系数．由图３ｂ

可见，在去除趋势后的高频信息在２００７年６～７月

份后出现了明显的扰动幅度变大、周期逐渐拉长的

现象，同时，方差和自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也出现了

明显的逐步增大现象，直至汶川地震的发生，说明汶

川８．０级地震前１１个月左右该台水氡出现了明显

的慢化现象．由图４可以看出，安县水氡浓度在

２００７年６～７月份出现了自相关系数和方差明显增

大的现象，之后维持在较高值水平．由图５可见，理

县水氡自相关系数于２００７年２～３月开始增加，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后自相关系数和方差同步快速增加．

由图６可见，松潘拱背水氡自相关系数在２００６年年

底也出现了增大现象，汶川８．０级地震前维持在高

值状态，方差出现增大的时间与相关系数加速的时

图４　安县，其他说明同图３

Ｆｉｇ．４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３ｅｘｃｅｐｔ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ｘｉａｎ

图５　理县，其他说明同图３

Ｆｉｇ．５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３ｅｘｃｅｐｔｉｎｇｆｏｒＬｉｘ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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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松潘，其他说明同图３

Ｆｉｇ．６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３ｅｘｃｅｐｔｉｎｇｆｏｒＳｏｎｇｐａｎ

间有一致性．

通过对４个台站水氡浓度的临界慢化指标计算

结果表明，汶川８．０级地震发生前，几个台站观测资

料的方差和自相关系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大现

象，说明地震前出现了临界慢化现象．但各台点慢化

开始出现的时间有所不同，位于龙门山断裂带西北

侧的松潘拱背和理县水氡慢化出现的时间较早，位

于龙门山断裂带东南侧的雅安和安县水氡慢化出现

的时间较晚，这可能与总体的构造动力背景及观测

点所处的位置有关．

４．２　窗长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方差和自相关系数计算的窗长可能影响计算结

果．一般而言计算窗长越长，统计样本数越多，结果

就越稳定；相反，窗长越小，统计样本数越少，计算结

果会变得不稳定．图７为雅安台水氡不同窗长自相

关系数的计算结果，由图可见，分别取３、４、５、６年窗

长时，不同的窗长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并不大，这表

明，当窗长取值在一个适当范围内时对计算结果的

影响并不大．因此，可以在此范围内根据观测资料的

实际情况适当的选择窗长范围．

４．３　趋势项消除对结果的影响

原始的水氡观测资料包含有年变等复杂的趋势

信息，去除趋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小幅度扰动

对平衡态的偏离量，但趋势项的频率可以直接影响

计算结果，当趋势项的频率较高时，剩余项的频率也

就越高，包含的噪声可能也就越大，计算结果也会变

图７　雅安台水氡不同窗长情况下的自相关系数

Ｆｉｇ．７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ｎｄｏｗｌｅｎｇｔｈｆｏｒＹａ＇ａｎｗａｔｅｒｒａｄｏｎ

得越不稳定；反之，当趋势项的频率较低时，剩余项

的频率就会越低，低频成分也将影响计算结果．图８

为雅安台水氡不同小波尺度对自相关系数的影响情

况，由图可见，随小波阶数的增加，去除趋势后的自

相关系数也逐渐增加，当小波阶数为５阶时，相关系

数总体明显偏低，小于０．４，当小波阶数为６阶时，

相关系数有所增加，大于０．５，当小波阶数为７阶

时，相关系数增加到０．６以上．较低的相关系数表

明，较高频成分包含较多的噪声，观测到的信号较

弱．另外，不同阶数计算结果的稳定性也存在较大的

差别，阶数较低时，较多的噪声将影响计算结果的稳

定性，当阶数较高时，背景性的趋势信息可能掩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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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雅安台水氡不同小波尺度去趋势对自相关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ｅｎｄｒｅｍｏｖｅｄ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ｌｅｔｓｃａｌｅｓ

ｔｏ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ｆｏｒＹａ′ａｎｗａｔｅｒｒａｄｏｎ

号，从而降低信号的识别能力，而当阶数为６阶时计

算结果较为稳定，这主要是由于观测资料主要包括

不规则年变，而６阶小波正好能够很好地消除这种

不规则年变的趋势变化，从而使剩余值的计算结果

变得稳定．

４．４　龙门山断裂带外围地区的慢化现象

为考察地震孕育进入临界状态的表现及可能的

孕震范围，对中国大陆模拟水氡观测网收集到的７４

个台点资料进行统一计算，结果表明，在汶川８．０级

地震前，出现临界慢化异常现象的台点共有１９个，

其分布如图９．除龙门山断裂带及附近的雅安、安

县、理县和松潘水氡观测点外，外围的甘东南地区多

台水氡在汶川８．０级地震前也出现了明显的慢化现

象，此外小滇西地区和华北地区个别水氡点也出现

了慢化现象．

从临界慢化异常的时序图上看（图１０），甘东南

地区的武都、通渭、平凉等观测点临界慢化现象出现

的时间相对同步，均在２００７年前后出现明显的增强

变化，这与龙门山断裂带西侧的甘孜、理县和松潘观

测点出现慢化的时间一致；而其他水氡观测点的慢

化指数显示，除部分台点在２００７年前后出现慢化现

象外（如云南南涧和山西定襄观测点），部分台点在

２００５年前后慢化指数出现缓慢持续增加的现象，

如：云南东川、保山、龙陵、青海格尔木、山西夏县、辽

宁辽阳和浙江宁波观测点．

鉴于沿龙门山断裂带及北部的甘东南地区出现

慢化现象的台点相对集中，在时间上相对同步，加之

这些台点与龙门山断裂带在构造上有关联性，考虑

到汶川地震的破裂尺度和破裂特征，认为这些异常

可能与汶川８．０级地震有关．

５　结论与讨论

复杂动力系统发生突发性灾变前观察到的临界

慢化现象可能是标志灾变发生的早期预警信号．将

能体现临界慢化现象的自相关系数和方差用于水氡

前兆观测资料的研究，不仅能加深对水氡前兆观测

资料高频波动信息的认识，而且对异常可靠性的判

断等提供了新的方法．

本文根据目前国际上对临界慢化现象研究所取

图９　汶川８．０级地震前中国大陆水氡存在临界慢化现象的台站分布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ａｄ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ｌｏｗｉｎｇ

ｄｏｗ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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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汶川８．０级地震前中国大陆水氡存在临界慢化现象的ＡＲ（１）系数曲线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距离汶川８．０级主震震中的距离）

Ｆｉｇ．１０　ＡＲ（１）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ａｄ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ｌｏｗｉｎｇｄｏｗ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

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８．０ｍａｉ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得的研究进展，结合岩石破裂实验的初步结果，在分

析了临界慢化现象的物理基础和统计学意义后，以

汶川８．０级地震发生前，位于龙门山断裂带附近的

松潘、理县、安县、雅安４个观测点的水氡资料为重

点，分析讨论了临界慢化指数的计算方法，结果表

明，在统计样本数达到一定阀值后，在适当的范围内

选择不同窗长对对计算结果的影响不大，但不同频

率范围的信息对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具

体表现为，提取波动信息的频率越高，相关系数越

小，计算结果的稳定性越差；随着提取波动信息频率

的变低，虽然相关系数有所增大，但计算结果变得平

坦，给异常的准确识别带来困难．这种现象可能说

明，高频成分可能包含大量的观测噪声，从而导致计

算相关系数变小，而随着频率的降低，又有可能引入

趋势变化信息，从而污染了波动信号，给波动信号恢

复速率的检测带来困难．因此，为准确考察观测资料

是否出现慢化现象，根据观测资料存在的可能影响

因素，合理的消除趋势变化信息可以提高计算结果

的质量．

在对龙门山断裂带及附近的松潘、理县、安县、

雅安水氡观测资料进行去年变和趋势处理后，考察

剩余高频成分的自相关系数和方差，进而对汶川８．０

级地震发生前水氡浓度的临界慢化现象进行了回溯

性检验．结果表明，所选择的４个水氡观测点，在汶

川８．０级地震发生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自相关系数

和方差增大现象，这表明汶川８．０级地震发生前水

氡浓度确实出现了恢复速率变慢的慢化现象．

尽管选择的４个水氡观测点均出现了慢化现

象，但慢化现象出现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总体而

言，位于龙门上断裂带西侧的松潘和理县水氡慢化

开始出现的时间比位于龙门山断裂东侧的雅安和安

县水氡出现的时间早半年左右，而位于西部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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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点慢化出现的时间相对一致，位于东部的两个

观测点慢化出现的时间也相对一致，这种现象可能

与观测点所处的整体动力学背景有关．

对外围地区全国水氡观测资料慢化现象的计算

结果表明，甘东南地区部分水氡观测资料在汶川８．

０级地震前也出现了明显的慢化指数增强现象，这

些异常在空间上相对集中，在时间上相对同步，考虑

到构造上的关联性和汶川地震的破裂方式，认为这

些异常与汶川地震的发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尽管本研究仍是回溯性的个案研究，但本研究

结果显示，临界慢化现象对提高前兆观测资料的认

识、判断异常是否趋于临界阶段以及提高地震预测

水平提供了可能．虽然全国水氡观测资料慢化的计

算结果在龙门山断裂带及附近地区有一定的集中

性，但由于仍是初步研究，对孕震阶段临界慢化现象

出现的空间范围、临界慢化现象与地震强度之间的

关系、不同区域动力背景条件下临界慢化特征、相同

构造体系不同变形单元的临界慢化特征等一系列科

学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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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并做了精心指导、与工作组其他成员的讨论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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