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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在近震源条件下，利用 Brune模式，由昆明数字遥测地震台网观测到的波形资 

料，测定了2005年 1月至 2007年 5月期间滇西南地区 98次 ML≥2．5地震的震源动力学参 

数，分析了在 2007年 6月 3日云南泞洱 6．4地震前视应力和拐角频率的时空变化特征。泞 

洱 6．4地震前，较高视应力(2．5×1O Pa以上)主要分布在红河断裂与无量山断裂之间，较 

低视应力(2．5×10 Pa以下)在空间的分布则显得较为分散、随机。较低的拐角频率(1．5 Hz 

以下)集中分布在泞洱地震震中东北部的红河断裂与无量山断裂之间，随着频率的增大 ，分布 

范围逐渐向西南扩展，直到整个区域，较高的拐角频率(3．5 Hz以上)则集中分布在泞洱地震 

震 中西南部的 区域 内。从视应力和拐角频率 的时 间变化 曲线 看 ，泞洱 Ms6．4地震前滇 西南地 

区视应力表现出了明显的升高变化过程；含 帆 3．6以上地震的拐角频率随时间的变化呈下 

降一上升一下降的复杂过程，ML<3．6地震的拐角频率呈趋势下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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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震孕育过程中可能伴随着地壳应力变化，研究地壳应力变化与地震发生之间的关系 

是揭示地震前兆、探索具有明确物理意义的地震预报方法的途径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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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以地震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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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区域地震震源参数测定及其在地壳应力场动态变化监视和地震预测研究 中 

的应用等方面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一些有益的成果。 

Frank等L1 发现在 Adak断裂带上 1984年发生的 5．8地震之前视应力存在升高并向震 

源区集中的现象；Choy等 讨论了全球地震视应力的分布，逆冲型地震的视应力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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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低于走滑型地震的视应力水平。在希腊和勘察加半岛的研究则认为逆冲型地震的视应力 

高于正断型地震的视应力E3,43。吴忠良等 计算了中国大陆地震的视应力分布，发现中国 

大陆地震的视应力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利用全球宽频带地震辐射能和地震矩数据资料， 

研究 了全球走滑型浅源地震 、非走滑型浅源地震和地震波辐射能与地震矩的关系 ，以及主 

震和余震的视应力差异_6，73；张彬 ]、盛书中等_9 也有类似的统计结果。可以通过计算中 

小地震的视应力研究当地的应力水平以及空间分布等特征Ll ” ；李艳娥等L】。 对岫岩序列 

中小地震震源参数的定标关系做了分析；钟羽云等n 认为地震视应力的高低和发震断层 

性质以及地震类型有关；刘红桂等口 认为地震视应力具有较好的预测意义，可以作为云南 

地区地震序列中的前兆特征，当中小地震的视应力值超过 0．9 MPa，可以作为预测该地区 

未来可能发生中强地震的参考指标_】阳；秦嘉政等n 6J研究发现在云南地区高视应力与地震 

频次相关；陈学忠等 ]对 1995年 7月 20日河北沙城 4．1地震序列破裂过程的中视应力进 

行了研究，得到余震的视应力比主震低；对多次强震的地震视应力进行计算，提出了可将 

视应力用于强震震后趋势预测_1。 ；利用大地震的视应力估计地震前后震源区的应力水 

平口 ，2006年 7月 4日河北文安发生 5．1级地震之前，2001年 lO月开始在震区附近 舰  

≥1．5地震空区的形成伴随着应力的增强[2 。还有不少研究发现视应力在地震序列中出现 

震前低应力阶段一主震前的逐渐上升一震后逐渐恢复的动态变化过程 卅 ，易志刚等 妇 

对视应力在西部的强震预测 中的应用问题也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 

强震发生与区域应力场动态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 ，不仅对认识地震 的本质。剖析地震 

成因，而且对地震趋势预测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昆明数字遥测地震台网观测波形资 

料 ，测定 2005年 1月至 2007年 5月滇西南地 区 98次 M ≥2．5地震 的震源动力学参数 ， 

并利用这些参数系统分析了 2007年 6月 3日云南泞洱 Ms6．4地震前区域地壳应力场的时 

空变化特征。 

1 资料 

图 1给出了昆明数字地震遥测台网部分台站分布及所在地区的构造环境和本文所选用 

的 M ≥2．5地震震中分布。这些地震主要分布在红河断裂(F )和南汀河断裂(F )之间的 

区域。泞洱地震位于无量山断裂(F )上。在近震源条件下，选用震中距在 200 km 以内的台 

站。在研究中，根据各台站记录的波形情况，选取信噪比较高、记录较清晰的波形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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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震源谱计算时，选 s波 

波段 1．o～20 Hz范围内的波形进行分析。 

本文所用的98次ML≥2．5地震中，ML3．6以下占86 ，ML3．0以下的地震占了65 

(图 2)。 

2 震源动力学参数测定方法 

先要将波形数据进行去倾处理，然后进行傅氏变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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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 ] 

Q(厂)一 —= =  (1)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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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昆明数字地震遥测台网部分台站及滇西南地区构造分布 

(“●，’为ML≥2．5地震震中；“△”为地震台站；实线为活动断裂；“☆”为泞洱地震震中 

F1为小江断裂；F2为元谋一绿汁江断裂；Fs为曲江断裂；F 为红河断裂；F5为无量 

山断裂；Fs为澜沧江断裂；F 为南汀河断裂； 为木戛一谦迈断裂；F9为孟连 

断裂；F 为濑沧 勐遮断裂；Fb为景洪一打洛断裂) 

图2 本文所用地震的地震数百分比一震级图 

式中，n。为震源谱零频极限值，-厂 为拐 

角频率，-厂为频率。当n。和 给定时，震 

源谱即可由式(1)确定。因此，确定 和 

厂 值就成为震源谱计算的主要内容。本文 

拟采用以下方法确定 和 _厂c值 。 

根据三分向速度记录，利用下式可以 

得到合成位移谱为 

1 

n(厂)一 × 

~／V ，zz+ (厂) s+ (厂)§w (2) 

式中， (厂)为速度谱。根据式(1)，在低 

频段时(如图 3中 -厂 ～ fz)，力( )≈ ， 

则合成位移谱平方的积分为 

SD—f n(-，)z df—Y2oz(f2一， ) (3) 
J， 

㈩  

式中，SD为合成位移谱平方的积分。求得Q。后，拐角频率厂 可依下法求得，即截取图3中 

所示的f ～f3频段范围，将所得到的 。代人式(1)，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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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与n 之间的距离平方的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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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R 一∑( 一n ) (5) 
i 1 

由式(5)表明，R 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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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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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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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频段符合较好。 

要 

图3 地震位移振幅谱 图 4 磁 随 ，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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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选取 

震源谱形状较好的观测台站进行计算。厂l和 可在低频段的平坦部分任意选取，-厂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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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厂3选取的 

任意性对计算结果造成的误差是较小的，这种误差对结果的分析不会造成本质上的影响。 

地震矩 M0可以根据下式求得_2 ，即 

M o一 ㈤  

式 中，p为地壳介质密度(可取 2．71 gm／cm。)；v为波速(对 P波取 6．1 km／s，对 S波取3．5 

k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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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s一8rppI (厂) df (7) 

式中， 为 s波波速。选取 厂l～ 厂3频段内的频谱进行积分，并考虑低频和高频补偿后则 

有E 。 

Es {÷(2丌厂10o)2， +j：：V( d，+[2uf3~( f} (8) 
式中，O(f。)表示频率为厂3时的振幅值，可用n。、，c和厂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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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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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剪切模量(对于地壳介质， 可取 3×10 MPa)，E。和M。分别为地震辐射能量和 

标量地震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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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观测资料得到震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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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平均值的影响，在由各个台站的值求平均值时采用 Archuleta等 的方法，即 

， 
N 

一exp『 ∑lnx (10) 
L ’i--1 

式中，z 为各台站的地震矩或地震能量；N为台站数；Ax为误差因子，其意义为当z以对 

数坐标作图时的标准差为 

△z— r 厂 ——互—————一 ] 

eXpl√ J 
3 震源动力学参数标度关系及测定误差分析 

3．1 震源动力学参数标度关系 

一 般来讲，各震源参数与震级之间的定标关系在不同的地区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得到 

的滇西南地区各震源动力学参数与震级之间的关系，如图 5所示。 

瞄 

宝 

× 

熹 
呈s 

图 5 震源动力学参数与震级之间的定标关系 

(a)地震能量与震级之间的关系；(b)地震矩与震级之间的关系；(c)地震视应力 

与震级之间的关系；(d)地震拐角频率与震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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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能量与震级的关系 ： 

IgEs一 2．1313M I + 1．9509，r一 0．9 (12) 

地震矩与震级之间的关系 ： 

igM c)= 1．358IML+ 9．8552，r一 0．9 (13) 

地震视应力与震级之间的关系： 

Igob。。一 0．7731aM, 一 2．42723，r一 0．77 (14) 

拐角频率与震级之间的关系 ： 

lĝ 一 0．98286—0．1951IMlJ，r一 0．64 (i5) 

地震能量、地震矩与震级的关系相对较好，相关系数 r较高，达 0．9，但视应力和拐角 

频率与震级的关系较差，相关系数 r较低，分别为 0．77和0．64。尽管如此，视应力和拐角 

频率随震级而变化的趋势仍然是很清楚的。 

3．2 震源参数测定误差分析 

引起地震参数测量的误差因素很多，要估计震源参数测定 的真实误差是一件很 困难的 

事情 。可以对一些误差 因素引起的误差进行定性分析。地震参数测定的误差主要来 自人为 

因素、仪器误差和观测环境误差 。 

人为误差主要是指在参数测定过程中，对波段的截取时可能会出现的；仪器误差主要 

是与仪器对地震波信号的拾取的质量有关；观测环境的误差主要来自对地震波衰减、干扰 

和台站的不均匀分布。地震波辐射存在方向性效应，由于台站的非均匀分布，可能产生误 

差。这样的误差可以根据震源机制，通过计算每个台站的辐射因子，进行校正。但是一般 

情况下中小地震的震源机制资料缺乏 ，难以得到每个 台站的辐射因子 ，本文利用平均辐射 

因子进行计算 ，得到的结果误差并不大 。同时，为了避免个别台站的异常值对平均值 的 

影 响，计算各 台平均值时用对数平均法。 

4 地震视应力时空变化特征 

4．I 视应力空间分布 

图 6分别给出了泞洱 6．4级地震前不同取值范围内的视应力的空间分布 。各幅图中色 

标比例尺不同，尽管色度相同，但其所代表的视应力值可能不同。 

云南地 区 4×10 Pa以上(含 4×10 Pa)视应力主要集中于泞洱 M 6．4地震震中附近 

约 102 km，即红河断裂(F )与澜沧江断裂(F )之间的区域 内。(2．5～4)×10 Pa之间的视 

应力基本位于红河断裂与无量山断裂之间。(I．O～2．5)×i0 Pa之间的较低视应力几乎都 

分布在泞洱地震震 中区外围地区。(0．5～1．O)×l0 Pa之间的视应力主要分布在红河断裂 

与澜沧江断裂之间，位于泞洱地震震中附近地区。(O．0～0．5)×10 Pa之间的视应力似乎 

呈近东西向带状分布 ，横穿泞洱地震震中区。2．5×10 Pa以上的较高视应力几乎一致地分 

布在红河断裂与澜沧江断裂之间 ，且多数位于红河断裂与无量山断裂之间。而 2．5×10 Pa 

以下的较低视应力在空间的分布则显得较为分散、随机。视应力分布在空间上是不连续和 

不均匀的，高视应力主要集中在本次地震的周围，这似乎表明，较高的视应力的空间分布 

特征与强震发生的地点关系更为明显。 

4．2 视应力时间变化 

由于视应力与震级有关 ，为了尽量避免高震级地震的影响，分析视应力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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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云南泞洱 6．4级地震前视应 力空间分 布 

(a) pp≥4×l0 Pa的空间分布；(b)2．5×10 ≤ pp<4×10 Pa的空间分布；(c)1．0×10 ≤ 

tYapp<2．5×10 Pa的空间分布 ；(d)0．5×10 ≤d pp<1．0×10 Pa的空间分布 ；(e)O≤ 

d0．5×10 Pa的空 间分布 ；图中“☆”为云南泞洱 Ms6．4地震震 中 

时选取震级段 2．5≤MI ≤3．5的地震。图 7(a)为 2．5≤MI ≤3．5地震的视应力随时间的变 

化，图中显示视应力高值点呈现逐渐升高的变化。从 2005年初到 2006年初 ，视应力高值 

点逐渐升高 ，从 2006年 9月底始 ，视应力 出现短期急速上升变化，于 2007年 2月底达到 

最高值 。但在震前 3个月内，视应力维持在正常值 。 

如果利用全部地震 ，考虑到视应力与震级之间存在 的相关关系，即震级越大，视应力 

越高。为了消除震级对视应力 的影响，考察如下视应力差值随时间的变化 ： 

△ app== app—— t hpp (16) 

式 中， 为实际测定 的视应力值 ， 为根据视应力 与震级之间的关系式(14)由震级换算 

得到的视应力 。 

图 7(b)为以 15个地震计算 ，1个地震进行滑动得到的视应力差 Aa 。。值 的平均值随时 

间的变化。2005年 Aa 。。差值维持在 (0～0．2)×10 Pa之间起伏变化，2006年 1～2月 ， 

△ 差值快速下降到较低值，从 2006年 3月开始回返，到 2006年 9月上旬，△ 差值位 

于(0--0．1)×10 Pa之间。2006年 9月底Aa 。。差值快速上升至0．8附近，2007年 3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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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下降。直至震前，△ 差值降至0以下。 

时『日 ／(年- 一H) 

图 7 泞洱 6．4级地震前震级 2．5≤M ≤3．5地震的视应力(a)和视应力差值 △‰。(b)及红河断裂 

与澜沧江断裂之间区域 1．O≤M  ≤2．9地震频 次随时间的变 化(c) 

图 7(c)为泞洱 6．4级地震前红河断裂与澜沧江断裂之间区域 1．O≤ML≤2．9小地震频 

次随时间的变化。由图 7(c)显示 ，2005年小震频次 18～4O之间起伏变化 ，2006年 1月开 

始下降，于 2006年 4月达到2005年以来的最低值，从 2006年 5月始小震频次逐渐上升， 

震前 2个月内小震频次有加速上升的现象 。小震频次的这个变化特征与图 7(b)中视应力差 

值 △ 随时间的变化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快速上升发生在 2006年 9月，而小震 

频次明显上升始于 2007年 1～2月。△‰。在 2006年 12月达到最高值 ，而小震频次是在 

2007年 5月达到最高值。因此，小震频次滞后于 △ 。的变化。如果小震频次变化由于区域 

应力场变化引起，那么有理由认为 △‰。代表了区域应力场的变化。视应力从某种程度上可 

以表示区域绝对应力的水平 ，由此表 明在泞洱 6．4级地震发生之前 1年尺度时间段内，震 

源区周围已经处于较高的应力水平 ，并且滞后一段时间以小震活动增加 的形式表现出来 。 

5 拐角频率时空变化特征 

5．1 拐 角频 率 空间分 布 

图 8给出了泞洱地震前不 同取值范围内的拐角频率的空 间分布(各 图中色标 比例尺不 

同，尽管色度相同，但其所代表的拐角频率值可能不同)。由图8可见，拐角频率在空间的 

分布显示出如下特征：较低的拐角频率(1．5 Hz以下，不含 1．5 Hz)集中分布在泞洱地震 

震中东北部的红河断裂与无量山断裂之间的区域内，随着频率的增大，分布范围逐渐向西 

南扩展，直到整个区域。而较高的拐角频率则集中分布在泞洱地震震中西南部的区域内。 

由图 6和图 8可见，较低拐角频率的空间分布与较高视应力的空间分布有一致性。泞洱地 

震就发生在较低拐角频率和较高拐角频率集中分布区域边界处的无量山断裂上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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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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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云南泞洱 6．4级地震前拐角频率空间分布 

(a)0．O≤fc<1．5 Hz的空间分布；(b)1．5≤， <2．5 Hz的空间分布；(c)2．5≤ <3．5 Hz 

的空间分布 ；(d)l厂c≥3．5 Hz的空间分布；“☆”为 2007年云南泞洱 Ms6．4地震震中 

5．2 拐角频率随时间变化 

图 9(a)为以 15个地震计算 ，1个地震滑动得到的 MI ≥2．5地震的平均拐角频率随时 

间的变化。由图 9(a)显示 ，从 2005年 8月始至 2006年 7月拐角频率呈起伏下降趋势变化 

形态，2006年 8月到 2007年 1月拐角频率呈上升变化形态，其后直到震前 ，拐角频率呈起 

伏下降变化形态 。2006年 8月之后 M ，≥2．5地震 的平均拐角频率 的变化与 Aa 。。的变化具 

有相似性 、同步性 。 

由图9(b)可见，2．5≤MI ≤3．6地震的平均拐角频率则显示出单一的起伏下降趋势变 

化形态。 

薹 
疑 

时间，(年-月-日) 时间／(年．月-Et) 

图 9 泞洱 6．4级地震前拐角频率随时间的变化 

(a)ML≥2．5地震的平均拐角频率随时间的变化；(b)2．5≤ML≤3．6 

地震的平均拐角频率随时间的变化 

№■■■■■■●■日  №■■■●●■■■圜同U 

№■■■■■■■●●网U 

N 薄 嫂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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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讨论 

(1)2007年 6月 3日云南泞洱 6．4地震前 ，较高视应力 (2．5×10 Pa以上)主要分 

布在澜沧江断裂带与红河断裂带之间的震中附近地区，且多数位于红河断裂与无量山断裂 

之间 ，4×10 Pa以上的视应力主要分布在震 中区附近 102 km 范围内，而 2．5×10 Pa以 

下的较低视应力在空间的分布则显得较为分散 、随机 。 

(2)较低的拐角频率(1．5 Hz以下)集中分布在震中区东北部的红河断裂与无量山断 

裂之间的区域内，随着频率的增大，分布范围逐渐向西南扩展，直到整个区域。而较高的 

拐角频率(3．5 Hz以上)则集中分布在泞洱地震震中西南部的区域内，较低拐角频率的空 

间分布与较高视应力的空间分布具有一致性。2007年 6月 3日云南泞洱 6．4地震就发 

生在较低拐角频率和较高拐角频率集中分布区域边界处的无量山断裂上。 

(3)震级在 2．5≤ML≤3．5内的地震的视应力高值点呈现随时间逐渐升高的变化形 

态，而扣除震级影响后，视应力差值 △ 。在震前 9个月内出现了显著的上升一下降变化过 

程。较高视应力分布区域小地震频次随时问的变化特征与 △‰ 随时间的变化特征具有一定 

的相似性 。 

(4)含ML≥3．6地震的拐角频率随时间的变化表现为下降一上升一下降的复杂过程， 

而 M1 <3．6地震的拐角频率则表现为趋势下降过程。 

(5)2006年 8月之后 MI ≥2．5地震的平均拐角频率的变化与视应力差值 △ 的变化 

具有相似性、同步性。2006年 9月至 2007年 1月 △ 。值上升，拐角频率也上升 ，2007年 2 

～ 5月 △‰ 值下降，拐角频率也起伏下降。 

目前地震成因问题尚是没有解决的或存在争议的问题，地震的发生与区域应力场变化 

之间的关系也存疑问。本文着眼于 2007年 6月 3日云南泞洱 M 6．4地震前区域应力场的 

时空动态变化研究。根据上述结果 ，我们发现 2007年 6月 3日云南泞洱 Ms6．4地震前视 

应力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不连续和不均匀的，高视应力主要集中在该地震 的周围，这似乎表 

明，较高的视应力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强震发生 的地点关系更为明显 。较高视应力分布区域 

小地震频次随时间的变化特征与△ 随时间的变化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说明高视应力 

与小震频次的升高是相关联的，小震频次变化滞后于 △‰。的变化。视应力代表的是区域应 

力水平 ，由此表明在泞洱 6．4级地震发生之前 1年尺度时间段 内，震源区周围已经处于较 

高的应力水平 ，并且滞后一段时间以小震活动增加 的形式表现 。小地震活动增强通常对 区 

域应力场的增强较为敏感 ，因此小震活动增强可能也是反映了区域应力场的增强，尽管小 

地震活动增强滞后于区域应力的增加，但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2007年 6月 3日云南泞洱 Ms6．4地震前 区域应力场曾出现过明显增强变化 ，区 

域应力场的增强主要在震中附近地区，而震中处却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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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Focal Dynamic 

Parameters in Southwest Yunnan before the 

2007 M s 6．4 Ning er Earthquake 

LI Yan e ．CHEN Xue—zhong 。FU Hong。 

(1．Institute of Geophysics，CEA，Beijing 100O81，China；2．Yunnan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Kunming 650224，China) 

Abstract：On the condition of near—source，the Brune model is employed to determine the 

focal dynamic Darameters of 98 M【 ≥2．5 earthquakes occurred in southwest Yunnan dur— 

ing January 2005 to May 2007 with seismic waveform data recorded by the Kunming Digit— 

a1 Seismic Network．Space—tim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apparent and corner frequency 

before 2007 Ning er Ms 6．4 earthquake in Yunnan Province on J une 4，2007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fore Ning er M s6．4 earthquake，high apparent stress(higher than 

2．5× l0 s Pa)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area from Honghe fault to W uliangshan fault， 

distr ution of low apparent stress(higher than 2．5× 10 Pa)was random and dispersed． 

Sma11 corner{requency (smaller than 1．5 Hz)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area from Hong— 

he fault to W uliangshan fault，the range of distribution enlarged continuously with the fre— 

auencv increase untn the entire area was covered． And big corner frequency (bigger than 

lI 5 Hz)main1y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epicenter area．The apparent stress 

showed an obvious increase process and the corner frequency including ML≥ 3．6 earth— 

auakes showed a decrease—increase—decrease process，but the corner frequency for ML≤3．6 

earthquakes showed a trend of decrease． 

Kev words： the 2007 Ning er earthquake；Focal dynamic parameters；Space—time variva— 

tion；Southwest Yunn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