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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根据近震源条件下 ，由北京数字遥测地震 台网观测到 的波形 资料 ，利用 Brune模 式 ， 

得到 了 2002年 1月至 2006年 6月期 间首都 圈及 邻近地 区 989次 ML≥2．0地震 的震 源谱 ，测 

定了它们的拐角频率和零频幅值。通过相关计算公式 ，得到了破裂半径、地震矩、地震能量、 

应力降、视应力等震源动力学参数。分析了这些动力学参数的标度关系以及在 2006年 7月 4 

日河北文安 Ms 5．1地震前 的时空变化特 征。结果表 明，文安 M 5．1地震前 ，视应力 、应力 降、 

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比等出现了相对高值集中区，这些高值集中区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带上； 

从时 间变化 曲线可 以看 出 ，文安 呱 5．1地震前华北平原带上视应力 、应力 降、地震 能量与破裂 

半径 比等参数都表现 出了明显的升高变化过程 ，而拐角频率则显示 出趋势性下 降变化特 征。这 

可能与文安 5．1地震前华北平原带上应力 的增 强过程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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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 ，地震预报尚处于经验性预报阶段 ，利用新 的观测技术 ，提高地震观测能力 ，研 

究地震成因和机理 ，发展新的地震理论 ，建立地震动力方程是地震预报的发展方 向。随着 

数字化地震观测台网的建立，空间分辨率逐步提高，为新的现象和新的地震规律的发现提 

供了机遇，为利用数字地震学研究地震成因和机理提供 了越来越好 的条件。因此 ，开展和 

加强数字地震学在地震成 因和机理以及地震预报方面的研 究对地震预报发展具有推动作 

用。以数字地震学和地震力学为基础 ，测定与地壳应力状态有关 的地震学参数 ，以监视地 

壳应力动态变化 ，探索震前地壳应力 变化特征 ，发展地震预报新方法 ，是一个新 的研究 

方向。 

近年来 ，区域地震震源参数测定及其在地震发生过程 中地壳应力场的变化和地震预测 

研究中的应用等方面受到重视，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一些有益的成果 1~22]。特别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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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能与地壳应力相关的震源参数 ，如地震视应力、应力降等 ，研究地震发生前后应力状 

态的变化成为当下地震预报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本文利用北京数字遥测地震台网观测的波形资料 ，测定 2001年至 2006年 4月首都圈 

及邻近地区 989次 MI ≥2．0地震 的震源动力 学参数 ，分析这些参 数 的时空分 布及其在 

2006年 7月 4日河北文安 Ms5．1地震前的变化特征，寻找首都 圈中强地震发生前地壳应 

力常动态变化 ，为地震预报提供具有明确物理意义的依据。 

1 资料 

图 1给出了首都圈及邻近地区数字地震遥测台网台站分布及构造环境和 M】 ≥2．0地 

震震 中分布。在实际震情趋势分析中，首都圈地 区范 围通常取 38．5。～41．5。N，113。～120。 

E，为了更好地分析地震动力学参数 的空间演化图像 ，本文所选用的震中分布超过了该地 

区的范围。在近震源条件下 ，选用震 中距在 200 km 以内的台站，根据各 台站记录波形情 

况，选取信噪比较高、记录较清晰的波形数据。图 2给出了测定这些地震震源动力学参数 

所用的台站数情况 ，多数地震所用台站数在 4～10个之间。 

将这些台站记录到的波形数据进行去倾和仪器响应校正处理 。在震源谱计算时，选 S 

波波段 1～2O Hz范 围内的波形进行分析。 

图 1 首都圈数字地震遥测台网台站及构造环境和 ML≥2．0地震震中分布 

● 为地震震 中；△ 为地震 台站 ；细线为活动断层 

2 震源动力学参数测定方法 

目前震源动力学参数的测定主要通过震源谱。为了得到震源谱，首先要将波形数据进 

行去倾处理，然后进行富氏变换得到观测谱。在近震源条件下，震源距较小，可以忽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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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 

图 2 测定震 源动力学参数时 

所用 的台站数统计 

弹性衰减的影响，通过仪器响应和几何 

扩散校正后 ，即可得到震源谱 。在忽 略 

非弹性衰减的情况下 ，震 源谱 可以表示 

为 。 

n(厂)一—= 兰】_一  (1) 

√ ( ) 
式中， 。为震源谱零频极限值， 为拐 

角频率。因此 ，确定 n。和 _厂(就成为震 

源谱计算的主要内容。本文采用以下方 

法确定 。和 。 

数字地震观测仪器一般都是三分 向 

记录，各个分 向分别可以得到相应 的震 

源谱，即分量震源谱。对于位移谱 

(厂)，总的震源谱应该是各分量震源谱的矢量合成，即 

Y2(f)一 ~／ (-厂) +／2(f) + (厂) w (2) 

速度谱为 

(_厂)一 2 7c佃 (厂) (3) 

本文所用的数字化波形资料都是速度记录，故可以先计算各分向速度谱，然后依式 

(3)得到各分向位移谱。合成位移谱为 

n(厂)一 
7c_， 

(厂) + (，) s+V(厂) w (4) 

根据式(1)，在低频段(如图 3中厂 ～ )，n(厂)≈n。，则合成位移谱平方的积分为 

SD—I。 (-厂)。df—n (f2一f ) (5) 
J f 

— f
—

SD 6) 

因此，根据实际波形数据得到的位移谱，针对低频段水平部分，利用式(6)进行积分， 

再根据式(6)即可求得位移零频极限值 0。。 

拐角频率 可依据以下方法求得：截取图 3中所示的厂 ～ 频段范围，将所得到的 

。 代入式(1)，得到该频段 内的理论值 n 。根据相同频段范围内的观测频谱数据 n ，利用 

下式计算 与n 之间的距离R ，即 

R 一∑( 一 )。 (7) 

R 将随频率-厂变化而变化(图 4)，当R 达最小值时，理论值与实际观测值偏差达到 

最小。可将 R 达最小值时的厂值作为拐角频率 _厂 。图 3中L 为将上述方法求得的 。和 

厂f代入式(1)中得到的频谱曲线；L 为实际观测频谱曲线。由图3可知，两条曲线在 厂 ～ 

_厂3频段符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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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震位移振幅谱 图4 瞄 随，的变化曲线 

实际计算时 ，在对台站记录波形进行挑选 的情况下 ，进一步对震源谱进行筛选，选取 

震源谱形状较好的观测台站进行计算。_厂 和 可在低频段的平坦部分任意选取，，。则在 

平坦段之后的衰减段中任意选取。计算表明，只要震源谱的形状好，对厂 、厂z和 选取的 

任意性对计算结果造成 的误差较小 ，对结果的分析不会造成本质上的影响。 

地震矩 M。可以根据下式求得 ，即 

M o一 ㈦  

式中，．0为地壳介质密度(可取为 2．71 mg／cm。)； 为波速(对 P波取 6．1 km／s，对 S波取 

3．5 kin／s)；d为震源距； 。为震源谱零频极限值；R 为辐射因子，可用其均方根代替，对 

P波为 0．52，对 S波为 0．63[2 。 

地震能量 E。可通过速度谱的平方积分求得 ，即 

Es一8~pflI (厂) df (9) 

式 中， 为波速 。选取 厂 ～ 频段内的频谱进行积分 ，并考虑低频和高频补偿 。 后则有 

Es 7c { 1(27c_厂112o f+j df+[2 7cf312(f3)]。fs} (10) 
式中，12(f。)表示频率为-厂3时的振幅值，可用n。、 和-厂。代入式(1)中计算得到的理论值 

代替。由于地震能量主要 由 S波携带 ，所以本文只计算 S波的地震能量。 

地震视应力为l_2 

O'app 蒜 (11) 
式 中， 为剪切模量(对于地壳介质 ， 可取 3×10 MPa)。 

破裂半径R 和应力降 △ 按以下公式计算： 

R6一 (12) 

Aa一 ) 

对于某次地震 ，通常会有多个 台站的观测波形资料，据上述方法可分别求得每个台站 

的震源动力学参数 ，再求取平均值得到最后的结果 。为了消除个别台站的异常高值对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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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影响，在由各个台站的值求平均时采用 Archuleta等 。 的方法，即 

1 
N 

3—2_exp( ．nz z) 
r 厂— ——] ————————一 、 

Ax一 I√ [1眦t ]2 J 
式 中，．z 为各 台站 的地震矩或地震能量 ；N 为台站数；△ 为误差 因子，其意义为当 37以对 

数坐标作图时的标准差。 

3 首都圈地区震源动力学参数标度关系 

一 般来讲，震源参数与震级有关系，震源参数之间也有关系。在不同地区，这些关系 

可能有差异。本文得到的首都圈地区各震源动力学参数与震级之间的关系如图 5所示。各 

震源动力学参数之间的关系可 以根据这些关系进行换算得到 ，这里未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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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震源动力学参数与震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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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能量与震级的关系为 

logEs一 1．8541M I+ 2．24297，，-一 0．89 

地震矩与震级之间的关系为 

logM0— 1．0985M I + 10．1902，r一 0．89 

地震视应力与震级之间的关系为 

loga 。 一 0．7556M L一 2．2834，r一 0．80 

震源破裂半径与震级之间的关系为 

logR6===0．079M I 一 0．6189，r一 0．51 

拐角频率与震级之间的关系为 

log 一 0．6899— 0．0692M L，r— O．45 

应力降与震级之问的关系为 

logAa一 0．8053M L一 1．9591，r一 0．85 

上述震源动力学参数中，地震能量 、地震矩 、视应力和应力 降与震级 的关系相对较好 ， 

相关系数 r值较高，达 0．8或以上，但破裂半径和拐角频率与震级的关系较差，相关系数 r 

值较低，分别为 0．51和 0．45。尽管如此 ，破裂半径和拐角频率随震级而变化的趋势仍然是 

清楚的。从图 5可看出，当震级 Mf <3．0时，图中数据点离散较大 ；当震级 M1 ≥3．ou,t离 

散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小地震产生的地震波高频成分多，而较大地震的地震波低频成分占 

优势。地壳介质局部小尺度的不均匀体对高频地震波的影响要比低频地震波强。各地地壳 

介质的这种局部不均匀性可能是造成 图 5中低端震级段数据点离散较大的主要因素。这种 

局部不均匀性 目前 尚不清楚 ，甚至很难弄清楚 。因此，在计算这些参数 时，要消除局部不 

均匀性的影响是很 困难 的。考虑到这个因素 ，在分析这些参数的空间分布时 ，主要针对 M。 

≥3．0地震 ；在分析这些参数 随时间的变化时 ，选取局部地区的地震或一个构造带的地震。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局部非均匀性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 

4 首都圈地区震源动力学参数时空变化特征 

地震视应力 、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之比值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壳应力场 的相对 

高低。为了分析应力场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 6和图 7给出了 2001年 1月至 2006年 6月 30 

日期间发生的地震 中，不 同震级段地震 的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 之 比值 和视应力 的空 间分 

布。从 图 6和图 7可见，这两个参数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对 ML2．0～2．9段 的 

地震，这两个参数的空间分布除了在山西北部出现单个高值集中区外，其他地区没有出现 

相对高值区，而是显示出了相对均匀的分布 。因此 ，该震 级段 的地震可能对应力场 的空间 

变化不敏感 。 

对 M。 3．0～3．9段的地震，这两个参数的空间分布都很清楚地显示出，相对高值集中 

区主要沿华北平原带分布。文安地震前震区没有发生相应震级段的地震 ，在文安地震震中 

地区，视应力和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比值并非相对高值集中区，而是空白点，故无法知晓 

那里震前应力水平的高低。华北平原带上其他地区的视应力和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之比值 

却存在明显的相对高值区，因此可 以认为文安地震发生在华北平原带应力增强背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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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文安 Ms5．1地 震的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之 比值 的空 间分 布 

(a)M1 2．0～2．9结果 ；(b)ML3．0～3．9结果 ；-A-为文安 Ms5．1地震震中 

＼  

× 

若 

图 7 地震视应力 的空间分布 

(a)MI 2．0～2．9结果 ；(b)ML3．O～3．9结果 ；☆为文安 Ms5．1地震震 中 

落 
潮 

× 

5 文安地震前华北平原带震源动力学参数日寸间变化特征 

2002年 1月至 2006年 7月华 北平 原带上先 后发生 了 2002年 4月 22日河北邢 台 

M1 5．4、2004年 1月 20日河北滦县 M 5．0和 2006年 7月 4日河北文安 M 5．5三次较强 

地震 。为了分析这些地震 ，特别是文安 MI 5．5地震前震源动力学参数 的变化特征，选取华 

北平原带所在地区，给出了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之 比值 、地震视应力 、拐角频率和应力 降 

等参数随时间的变化(图 8至图 l1)。图中竖直线表示这几次地震发生的时间。由于资料所 

限 ，不能给出 2002年 4月 22日河北邢 台 M． 5．4地震前的参数变化情况 。 

5．1 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之比值 

图 8为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之 比值随时间的变化 。可见 ，对于震级段 M 2．0～2．9的 

地震 ，在 2004年 1月 20日河北滦县 Ml 5．0和 2006年 7月 4日河北文安 MI 5．5地震前 ， 

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之 比值均表现 出明显 的升 高变化过程。2004年 1月 20日河北滦县 

M⋯5 0地震前，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之比值从较低水平急速升高，震后又急速恢复至震前 

升高前的水平。2006年 7月 4日河北文安M⋯5 5地震前则表现为一个上升一下降变化的 

完整过程，持续时间近 2年。2005年下半年在高值水平维持约半年时间，然后急速下降， 

震前处于低值水平 。 

对于震级段 M⋯3 O～3．9的地震 ，在 2004年 1月 20日河北滦县 MI 5．0地震前于 2003 

年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之比值出现了明显 的小幅升高一下降过程 。震后地震能量与破裂半 

藩辩嚣脚一与薅泄伥 [匕／×1_0 

5  5  5  5  5  

：_私N ∞ ” 

N ∞ 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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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之比值急速上升 ，然后起伏下降，在此背景下发生了 2006年 7月 4日河北文安 M⋯5 5 

地 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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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 比值随时间的变化 

(a)MI 2．O～2．9结果 ；(b)MI 3．0～3．9结果 

5．2 地震视应力 

图 9为地震视应力随时间的变化。可见 ，对于震级段 M 2．O～2．9的地震 ，在 2004年 

1月 20日河北滦县 M1 5．0前视应力出现了两次明显的升高变化 ，这次地震发生在第二次 

升高的峰值点处 ，与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之 比值的变化一致。震后至 2006年 7月 4日河北 

文安 M 5．5地震前 ，视应力出现了两次明显的升高 下降过程 ，临近地震发生前 ，视应力 

处于较低水平 。对于震级段 ML3．O～3．9的地震 ，在 2004年 1月 20日河北滦县 M 5．0地 

震前视应力有小幅升高过程，震后视应力则急速升高，然后起伏下降，接着发生文安地震， 

与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之比值的变化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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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 

图 9 地震视应力随 时I司的变化 

(a)M【 2．O～2．9结果 ；(b)ML3．O～3．9结果 

5．3 拐角频率 

图 1O为拐角频率随时间的变化。可见，对于震级段 M 2．0～2．9的地震，在 2004年 1 

月 20日河北滦县M 5．0地震前拐角频率出现了两次明显的急速升高 下降变化过程，其 

中 2003年上半年出现的那次十分明显。2006年 7月 4日河北文安 M1 5．5地震前 ，拐角频 

率大约从 2005年 7月开始呈下降趋势变化。对于震级段M1 3．O～3．9的地震，在2004年 1 

月 20日河北滦县M 5．0地震前拐角频率变化相对平稳，但震后急速升高。文安地震前两 

年 内拐角频率呈下降趋势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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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窘 
一  

世 

图 1O 拐角频率随时间 的变化 

(a)MI 2．0～2．9结果 ；(b)MI，3．O～3．9结果 

图 11 应力 降随时间的变化 

(a)MI 2．0～2．9结果 ；(b)ML3．O～3．9结果 

5．4 应 力降 

图 11为应力降随时间的变化。将其与图9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应力降随时间的变化与 

视应力十分一致 ，这里不再赘述 。 

6 结论与讨论 

(1)在 2004年 1月 2O日河北滦县 ML5．0地震前 ，震级为 ML2．0～2．9地震 的能量与 

破裂半径之 比值 、视应力和应力降都 出现 了明显 的升高过程 ，地震发生在其峰值处 。拐角 

频率出现了两次明显 的急速升高一下降变化过程 ，其 中 2003年上半年 出现 的那次更 为明 

显 。震级为 M 3．0～3．9的地震的能量与破裂半径之 比值 、视应力和应力降的变化呈小 幅 

升高 下降过程 ，震后则急速升高。这个震级段 的地震 的拐角频 率在震前变化平稳 ，震后 

则急速升高 。 

(2)2006年 7月 4日河北文安 ML5．5地震前 ，震级为 MI 2．0～2．9的地震的能量与破 

裂半径之比值、视应力和应力降都出现了明显的升高一下降过程，其中地震能量与破裂半 

径之比值的变化更为明显。拐角频率则呈趋势性下降变化。震级为 ML3．0～3．9的地震的 

能量与破裂半径之 比值 、视应力、应 力降和拐角频 率等是在 2004年 1月 20日河北滦县 

M 5．0地震后急速升高的背景上呈起伏趋势性下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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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6年 7月 4日河北文安 M。 5．5地震发生在华北平原带上 ，在震前的 4年半 中， 

MJ 3．O～3．9震级段的地震，其视应力和地震能量与破裂半径之 比值 的相对高值集 中区都 

沿华北平原带分布。因此文安地震发生可能反映的是华北平原带上应力增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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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spatial Variations of Focal Dynamic Parameters 

in the Capital Circle and Surrounding Areas before the 

2006 W en an M s5．1 Earthquake in Hebei Province 

Chen Xue—zhong，Li Yan e，Guo Xiang—yun 

(Institute of Geophysics，CEA，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Based on near—source conditions，we used waveform data observed by the Beii ing 

Digital Telemetry Seismic Network and obtained source spectrum，corner frequency and 

zero frequency amplitude values of 989 earthquakes with magnitude larger than M I 2．0 oc— 

curred in the capital circle of China and surrounding area from January 2002 to June 2006 

by the Brune mode1．Some relevant formulas had been used for calculation of a few focal 

dynamic parameters， such as rupture radius， seismic moment， seismic energy， stress 

drop，apparent stress，and so on．The scaling relations of these dynamic parameters and 

characters of the temporal—spatial variations before the W en an 5．1 earthquake in Hebei 

Province of July 20，2006 had been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apparent stress，stress 

drop，seismic energy and rupture radius ratio appeared relatively high in some focus areas 

before the W en an M s 5．1 earthquake．These area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It could be seen from the time curves that apparent stress，stress drop，seis— 

mic energy and rupture radius ratio and other parameters had shown a significant increas— 

ing process before the W en an M s5．1 earthquake，but corner frequency showed a trend of 

decreased variation．This result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increasing process of stress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before the W en an Ms 5．1 earthquake． 

Key words： Focal dynamic parameters；Temporal—spatial variation；W en an earthquake； 

Capital circle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