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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震断层参数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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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 ：在一维单侧有限移动震源模 式下 ，根据拐角频率 随方位的变化 ，利用相关 系数法研究 了 

2011年 5月 20日山东安 丘 ML3．7地震的发震断层面参数 。结果表明 ，这次地震的断层 面破裂 

方 向为 112．2。，与震源机制 的 Ew 向节面一致 。地震 马赫数 ／f约为 0．2695，即平均破裂 速度 

大约为 s波速度的1／4。若取横波速度为 3．5 km／s，则破裂长度约为0．1162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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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1年 5月 2O日山东安丘发生 M。 3．7地震 ，该地震发生在无棣一益都断裂和郯庐断 

裂的交汇区域 ，该区域附近上一次 ML3．5以上地震是 1997年 l2月 2O日M 3．7地震 ，最 

近一次 3级左右的地震是 2005年 1月 2O日M 3．1地震 ，本次安丘地震距上一个 3级地震 

有 6年 4个月的时间。尤其是 2011年 3月 9日日本 9．0级地震后 ，华北地区一直没有发生 

比较显著的 4级左右地震 ，在此活动背景下，山东安丘发生的ML3．7地震是非常显著并值 

得关注的一次地震事件 。 

地震震源断层面及其破裂特征研究是地震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直受到国内外地震 

学家的重视。单侧破裂断层模型、双侧破裂断层模型和圆盘断层模 型常常被用于估计中小 

地震的震源参数。卓钰如等_1 根据 P波初动半周期在地震破裂过程中表现出的方向性，确 

定了云南省盐源一带 3．5～5．0级地震的破裂面和破裂传播速度，认为对于中小地震 ，用单 

侧破裂模式描述其破裂过程比圆盘模式更为合适。Frankel等 根据震源时间函数的方向 

性 ，利用震源时间函数宽度研究了美国南加州地区 MI，3．0左右地震的破裂面。I i等 则 

利用震源时间函数强度来确定 M1．2～4．4的中小地震的断层面破裂参数。Mori等l5 则 

利用合成震源时间函数与观测震源时间函数 的对 比，结合震源机制解 ，来确定美国加州地 

区的中小地震的破裂面。许向彤等l7 利用震源时间函数宽度 ，根据“地震多普勒效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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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了 1995年 7月 20日河北 沙城 M 4．1地震 的破 裂过程。Badawy等 和 Abdel—Fattah 

等 根据震源时间函数宽度和强度的方向性 ，利用最小二乘法确定中小地震破裂面。 

上述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地震破裂的多普勒效应 ，所用 的参数除 P波初动半周期外 ，几 

乎都是利用震源时间函数的宽度或强度 ，震源时间函数通常也是根据 P波得 到的。近震源 

地震波除 P波外 ，还有 S波，且一般情况下 S波信号比P波信号强 ，容易分辨。怎样利用 S 

波确定发震断层面就是一个值得研究 的问题 。由于地震破裂过程 中的多普勒效应 ，所产生 

的地震波的频率存在方位变化，从而引起拐角频率的方向性 ，因此可以利用 P波或 S波拐 

角频率的方向性变化特征来确定地震破裂面。陈学忠等u纠在一维单侧有限移动震源模式 

下 ，根据拐角频率随方位的变化测定 了 l995年 7月 20 H在河北沙城 M ，4．1地震的发震断 

层面参数。本文利用该方法测定 20l1年 5月 20日山东安丘 MI 3．7地震发震断层参数。 

图 1给出了 2O11年 5月 20日山东安丘 M 3．7地震震中位置以及附近地区主要地震 

断裂分布。用于测定发震断层参数 的地震 台站 (图 1中“△”所示 )共 9个，其代 码分别 是 

LQU、WEF、JUX、JZH、HAH、RZH、PID、YSH 和 wUL。这些 台站分布在 2011年 5 

月 20日山东安丘 M 3．7地震震中附近 106 km范围内，方位角从 2。～288。，跨度达 286。， 

能很好地反映地震波频率随方位 的变化，可以保证测定结果的可靠性。 

图 l 2Ol1年 5月 20日山东安丘 MI 3．7地震震中及测定发震断层参数台站分布 

(图中断层参考邓启东等 ) 

1 拐角频率的测定 

拐角频率的测定主要是通过震源谱。为了得 到震源谱 ，首先将波形数据进行去倾处 

理 ，然后进行富氏变换 ，最终得到观测谱 。在近震源条件下 ，震源距较小 ，可以忽略非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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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源谱可表示为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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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一 —-=： (1) 

√H( ) 
式中， 。为震源谱零频极限值 ；fc为拐角频率。 

对于三分向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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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即 

／2(f)一 ~／ 2+ (_厂) + (_厂) w (2) 

速度谱为 

V(，)一 2 7cfn(_厂) (3) 

本文所用的数字化波形资料是速度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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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丁c， 

本文所用的 9个台站记录到的 2011年 5月 20日山东安丘 M 3．7地震 S波震源谱如 

图 2所示。 

拐角频率 -厂 可以采用以下方法确定。根据式(1)，在低频段n( )≈n。，则合成位移谱 

平方 的积分为 

SD—t n(-厂)。df—n (_厂。一f ) (5) 
√ 1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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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行积分 ， 

再根据式 (6)即可求得位移零频极限值 。。 

求得n。值后，拐角频率 ．厂 可依下法求得：截取中低频段的数据，将所得到的 。代入 

式(1)，得到该频段内的理论值 。根据相 同频段范围内的观测频谱数据 n ，利用下式计 

算 力 与 之间距离的平方R ，即 

R 一∑( 一n ) (7) 

式中，璐 随频率-厂而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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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表 1 各台站的位置和震源谱 拐角频率 

台站代码 S波拐角频率／Hz 

HAH(海化) 

WEF(潍坊) 

PID(平度) 

JZH(胶州) 

RZH(日照) 

WUL(五莲) 

JUX(莒县) 

YSH(沂水) 

LQU(临朐 ) 

118．98 

119．12 

U 9．85 

12O．01 

119．85 

119．2O 

118．89 

118．62 

118．48 

2．07 

20．55 

58．8O 

94．19 

145．31 

153．22 

184．45 

214．95 

2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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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叫)为震源时间函数g( )的频谱；x—o d．【 1一 )，其中 一 一 ， 为破 

裂方 向的方位角， 为台站方位角 ，L为断层面破裂长度 ， 为破裂速度 ，c为波速； 为辐 

射因子 ； 。为地震矩 。 

若 g(f)取单位阶跃函数 H(f)，则 

r O 

u c∞ -一 m0 I~l I sinX I一47rp 
L4rip 

3R (当 一 。时) 

(9) 
l 1 

‘

女 ‘当 足够大时) 
当 叫一 。时 ，X 一 1。所 以 

f
一 —

L

2

一

v

l cos0) 。 

令 一 一1
， 则有 

T。一导( 一co_ s0) ⋯， 
式(11)可以进一步变成 

T 一 口一 bcosO (12) 

式中，n一 L
，

6 一 L
。 

在已知 N个 台站的拐角频率的条件下 ，可 以用相关系数法求得断层破裂传播方向 。 

和地震马赫数 ／c。 

一 一
b r13) 

0。 

0。 

270。 

图 3 台站拐角频率与台站方位角的关系 

(径 向为拐角频率 ；角坐标为 台站方位角) 

图 4 2011年 5月 20日山东安 丘ML3．7 

取不同 值的相关系数结果 

设有 N 个观测 台站 ，台站方位角为 ( 一1，2，3，⋯，N)，拐角频率的倒数为 丁c 

(i一1，2，3，⋯，N)。根据相关系数方法 ，应取极小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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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lz)( 一 ) 
r= —=====二二_  (14) 

厂 ————丙—一  

√ 五2 
式中， 一 cos(9一 )，其中 为假定断层面方位角； 一 To 。 

当 r取最小值时对应 的 值 即为断层破裂传播方向 。。 

3 结果与讨论 

利用表 1中给 出的拐角频 率数据 ， 

根据上述相关系数方法 ，可得到 2011年 

5月 2O日山东安丘 M 3．7地震源断层面 

参数 ，结果见图 4。 

其震源断层面参数见表 2，其中计算 

破裂长度时 S波速度取为 3．5 km／s。 

上述结果 表明，这次地震 的破 裂面 

沿 Nw—SE向，与利用 P波初动资料得 

到的震源机制解的节面 工一致(图 5)。破 

裂向南东东方向传播 。 

根据中国活动断裂数据以及邓启东 

给出的断层数据 ，以及安丘地震震 中位 

置情况，该地区地震构造复杂，震中位置 

处于郯庐 断裂带 、无 棣一益都断裂 带交 

表 2 山东安丘 ML3．7地震断层面参数 

汇部位，以及一个 近乎水平 向的没 有名 图5 利用P波初动资料得到的2011年5月 

称的断裂附近，其中郯庐断裂带属于大 20日山东安丘M1 3．7地震震源机制解 

型走滑断裂 ，无棣一益 都断裂属 于右旋 (T：Pig一15。，Azm=192。；N：Pig一6。，Azm一283。； 

逆走滑断 裂，对 于没有名称 的断裂未查 P：P g 。，Azm一35。。NP1：Strike=107。，Dip一60。， 

到断裂类 型，所 以本次地震可 能没有受 s ip一一。。。；NP ：：s ri e一。 。。’ p一。 。，s ip— 。。。 

到该区域较大构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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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Plane Determination for the 201 1 M L3．7 

Anqiu Earthquake Shandong Province 

LI Yan e，GUO Xiang—yun，W ANG 

(Institute of Geophysics，CEA， 

Heng—xin，CHEN Xue—zhong 

Beiiing 1 00081，China) 

Abstract：By considering 1 D finite moving source model propagating unilaterally，the cor— 

ner frequencv is employed to determine the azimuth of rupture propagation direction and 

the parameters of fault plane of the Shandong Anqiu M L3．7 earthquake on May 20，2011， 

bv means of corre1ation coefficient metho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zimuth angle of the 

fauIt D1ane for this event is about 1 12．2。，consistent with the EW nodal plane of the focal 

mechanism solution．The seismic Mach number ／f is about 0．2695，which means that the 

average ruDture velocity is about a quarter of the S—wave velocity．Given the velocity of S 

wave 3．5 km／s，the fault length iS about 0．1162 km． 

Key words： Corner frequency；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ethod；Parameters of fault plane； 

Seismic Mach numb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