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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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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峡库区湖北秭归与巴东交界地区２０１３年以来发生５次 犕Ｓ４．０以上地震．本文基于湖北、重庆等省属１３

个测震台站宽频带波形数据，采用ｋｉｗｉ软件包和ｒａｐｉｄｉｎｖ１２程序反演了这些地震的全矩张量解，结果显示所有地

震双力偶解均为走滑兼逆断性质，两个节面走向、倾角、滑动角与犘、犜轴走向和倾俯角的一致性均较好，主压应力

犘轴ＮＷＷ走向，倾角近水平，主张应力犜轴ＮＮＥ走向．与三峡库区现今构造应力场比较，这５次地震主压应力犘

轴与主张应力犜轴的平均方向与其大体一致，并且节面１平均走向也与附近主要断裂：高桥断裂和周家山—牛口

断裂走向大体一致，反映了这些地震受到区域现今构造应力环境的控制与影响．通过对地震矩张量的ＩＳＯ＋ＤＣ＋

ＣＬＶＤ分解显示，所有地震的ＩＳＯ成分均低于１０％，纯双力偶ＤＣ成分偏少而ＣＬＶＤ成分较多，主要与震源区地下

浅层介质复杂的各向异性、多重剪切错动或液态下拉张错动有关．结合震源区局部特殊的岩层岩性结构和水文地

质环境，分析认为库水长时期的侵蚀溶蚀与加卸荷载作用，有利于引起局部岩层强度降低，在特殊水位时段将触发

岩层失稳而滑动破裂，这５次地震中ＣＬＶＤ成分较多正是这一复杂过程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　ｋｉｗｉ方法；全矩张量；ＣＬＶＤ；构造应力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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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三峡水库秭归与巴东交界地段位于库区中游湖

北巴东县东部与秭归县西侧交界地带，距坝址区不

到６０ｋｍ．地形上处于鄂西山地，高山峡谷．在地质

构造方面，处于鄂西八面山褶皱带与秭归向斜盆地

交接地带，周家山—牛口断裂与马鹿池断裂交汇于

附近，西北侧为高桥断裂，地层为侏罗纪桐木园组及

三叠纪巴东组和嘉陵江组，下伏地层为二叠纪大隆

组，深度约３～５ｋｍ，岩性主要为砂岩、灰岩、泥岩与

页岩夹煤层结构，同时在浅表还分布有许多废弃煤

矿硐与较大的滑坡体，比如大坪滑坡体、黄蜡石滑坡

体等，因此，该区域地质构造与浅表工程地质环境非

常复杂．自２００３年三峡库区蓄水以来，由于水库蓄

水效应、库水多年的侵蚀溶蚀及每年周期性加卸载

对区域原有构造与岩层的持续作用，使得整个库区

水文地质环境与地下渗流结构受到明显的影响，区

域孕震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秭归与巴东交界地段

在２００３年蓄水初期，曾发生过许多微小地震活动，

震级小震源浅，大多数与蓄水初期浅表岩溶塌陷有

关，但蓄水至２０１３年这段时间未发生过 犕Ｓ３．０以

上地震，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之后该区陆续发生了５次

犕Ｓ４．０以上地震，分布在周家山—牛口断裂、高桥

断裂与马鹿池断裂之间水库北岸的狭小区域（图

１），这些４级地震的持续发生是否意味着区域孕震

应力环境与发震机理发生着潜在的改变？这一问题

需要更深入研究．

基于双力偶位错模型的震源机制解方法在研究

震源发震机理与区域构造动力环境过程中被广泛应

用，比如在板块构造领域震源机制的作用（Ｂｒｕｍｂａｕｇｈ，

１９７９；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１）与构造地震动力过程与

机理研究方面（倪江川等，１９９１；易桂喜等，２０１５）．同

时在一些特殊区域的震动事件，比如地热、水库、核

爆、滑坡、矿塌等地区，震源体中除剪切部分外，还包

含了体积的收缩与膨胀、张裂、挤压变形等，采用地

震矩张量及分解形式来分析解释震动源更准确合理

（Ｇｉｌｂｅｒｔ，１９７０；ＣｈａｐｍａｎａｎｄＬｅａｎｅｙ，２０１２），比如

应用于火山及地热区（Ｆｏｕｌｇｅｒ，１９８８；张广伟和雷

建设，２０１５），和核试验与采矿区（ＤｒｅｇｅｒａｎｄＷｏｏｄｓ，

２００２；Ｗａｌ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近些年地震矩张量及分

解在水库库区地震的成因机理研究方面也有许多应

用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２００７；Ｒａｏ ａｎｄ Ｓｈａｓｈｉｄｈａｒ，

２０１６；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地震矩张量反演后不仅可

得到矩心深度与双力偶源部分，还可分解出膨胀源

和其他非各向同性部分，对研判震源性质与发震机

理具有重要意义．李井冈等（２０１８）曾对２０１７年秭归

与巴东交界地区犕Ｓ４．３、犕Ｓ４．１地震矩张量进行反

演，给出了最佳双力偶解与深度，但缺少偏张量的分

解与分析，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对发震机理的分析解

释．本 研 究 将 采 用 Ｋｉｗｉ（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软件包和ｒａｐｉｄｉｎｖ１２矩张量反演程序，该

方法在德国、希腊、西班牙等地区中小地震矩张量反

演中已有许多应用（Ｃｅｓｃ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４），本文

将对上述５次地震全矩张量进行反演与分解，对分

解的偏张量和ＣＬＶＤ成分进行分析解释，并结合库

区现今构造应力场与库水长期溶蚀与加卸载变化的

影响，对研究区地震震源性质与发震机理进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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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三峡库区地质构造简图（据湖北省１∶２０万地质图改编）

Ｆ１周家山—牛口断裂，Ｆ２马鹿池断裂，Ｆ３高桥断裂．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ｒｅａ

Ｆ１ＺｈｏｕｊｉａｓｈａｎＮｉｕｋｏｕｆａｕｌｔ，Ｆ２Ｍａｌｕｃｈｉｆａｕｌｔ，Ｆ３Ｇａｏｑｉａｏｆａｕｌｔ．

探讨，对三峡库区秭归与巴东交界地区地震活动规

律与机理的认识具有一定帮助，对库区的防震减灾

工作也具有一定意义．

１　秭归与巴东交界地区地震活动简况

该区域在２００３年蓄水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犕Ｓ５．１地震之前，地震活动比较分散，水库南岸巴

东县周边、北岸东韍口、高桥断裂附近均有分布，而

黄蜡石附近几乎没有地震活动．２０１３年巴东犕Ｓ５．１

地震及序列主要分布在巴东东韍口，余震呈近东西

向展布．２０１７年以来地震活动主要集中在黄蜡石附

近，发生了两次犕Ｓ４级地震序列活动，分别为２０１７

年６月１６日、１８日犕Ｓ４．３、犕Ｓ４．１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１１日犕Ｓ４．５、犕Ｓ４．１地震序列，两次序列均分布在

周家山—牛口断裂西南端与马鹿池断裂东部交汇处

西北侧，序列主体分布在水库北岸，震区西北侧为高

桥断裂，周家山—牛口断裂中段在１９７９年曾发生过

犕Ｓ５．１地震（图２）．２０１７年与２０１８年两次 犕Ｓ４级

地震序列比较显示（图３），前者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６日

１９时４８分发生犕Ｓ４．３主震，间隔２天后１８日１７

时３９分又发生犕Ｓ４．１地震，为双震型序列，截止到

７月１５日，共记录到余震１５０次，其中犕Ｌ１．０～１．９

级６８次，犕Ｌ２．０～３．９级１０次，犕Ｌ３．０～３．９级１

次．后者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１日１５时０６分首发犕Ｓ４．５

主震，其后１７时１０分发生犕Ｓ４．１次震，也为双震

型序列，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该序列共记录到地

震１３７次，其中犕Ｌ１．０～１．９５７次，犕Ｌ２．０～３．９１０

次，缺少犕Ｌ３．０余震，到目前该序列微小余震仍持

续发生．

为获得更准确的震中位置，统一选用三峡水库

地震台网中包围较好的最近７个台站波形（图１），

采用 ＨＹＰＯ２０００方法对以上５次４级以上地震重

新定位，定位误差见表１，重新定位后５次地震也均

位于水库北岸，距库岸小于５ｋｍ，震源深度均小于

４ｋｍ，另外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６日犕Ｓ４．３地震明显偏离

地震序列簇，与后３次地震位置也存在较明显偏差，

更靠近西侧（图２，表１）．

２　理论与数据资料

２．１　理论方法

一般地，在Σ面上的位移间断引起狓 处的位移

狌狀 可简化为下列表达示（Ａｋｉ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１９８０）：

狌狀（狓，狋）＝
Σ

犿狆狇犌狀狆，狇ｄΣ， （１）

其中，犿狆狇 为矩张量密度，与滑动与断面产状有关，

而格林函数犌狀狆，狇与波的传播、地球速度结构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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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５次地震犎犢犘犗２０００定位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犎犢犘犗２０００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犳犻狏犲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狊

序号 发震日期 发震时刻 经度／°Ｎ 纬度／°Ｅ 震级／犕Ｓ 深度／ｋｍ 水平误差／ｋｍ 垂直误差／ｋｍ

１ ２０１３１２１６ １３∶０４∶５２．１ １１０．４２ ３１．０７ ５．１ ２．８ ０．３６ ０．４９

２ ２０１７０６１６ １９∶４８∶１２．３ １１０．４１ ３１．０４ ４．３ ３．６ ０．３４ ０．４９

３ ２０１７０６１８ １７∶３９∶２１．１ １１０．４５ ３１．０４ ４．１ ３．１ ０．３７ ０．４７

４ ２０１８１０１１ １５∶０６∶３１．８ １１０．４６ ３１．０４ ４．５ ３．０ ０．３６ ０．４５

５ ２０１８１０１１ １７∶１０∶０３．４ １１０．４６ ３１．０３ ４．１ ３．０ ０．３７ ０．４５

图２　秭归巴东交界地区地震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ｏｆＺｉｇｕｉａｎｄＢａｄｏｎｇ

图３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６日犕Ｌ４．８（犕Ｓ４．３）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１日犕Ｌ４．９（犕Ｓ４．５）地震序列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犕Ｌ４．８（犕Ｓ４．３）ｏｎＪｕｎｅ１６，２０１７ａｎｄ

犕Ｌ４．９（犕Ｓ４．５）ｏ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１，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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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点源近似、远场与格林函数一阶近似等条件下，

（１）式在频率域的矩阵形式可写为

狌狀（ω）＝狊（ω）犃狀犼（ω）犕犼， （２）

这里狊（ω）为震源时间函数，犃狀犼（ω）为格林函数，犕犼

代表与矩张量相关的振幅部分．依据给定的地球速

度模型，调整不同的狊（ω）与犕犼 部分计算理论地震

图，并与实际观测地震图比较，获得最佳拟合值即为

矩张量解．Ｃｅｓｃａ等（２００６，２０１０）提出一种求解震源

参数的新方法，把整个震源破裂过程简化为一个程

函震源模型，共有１３个独立参数：断层面走向φ、倾

角δ、滑动角λ、标量地震矩犕０、矩心深度狕、震中经

度Θ、纬度Φ、发震时刻狋０、破裂扩展半径犚、破裂核

起始位置（狀狓，狀狔）、破裂速度犞ｒ、破裂上升时间狋τ，其

中前８个参数代表着描述点源，其他５个与有限破

裂有关，另外，点源参数中φ、δ、λ、犕０ 等参数影响着

辐射图样，代表着地震矩张量中偏张量部分．通过频

率域振幅谱反演前５个参数，从而求得全矩张量及

其分解，通过时间域Ｓ波窗采用空间网格搜索获得

最佳震源矩心位置，同时也有效解决压缩与膨胀域

不确定性问题．反演过程中采用 Ｌ２ｎｏｒｍ 模型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算法，计算理论图与图两者

之间的差异程度，通过拟合差（ｍｉｓｆｉｔ）反映理论图与

观测图之间的差异程度，其表达式为

ｍｉｓｆｉｔ＝∑
狑
２

犼
（狔
ｓｙｎ

犼 －狔
ｏｂｓ

犼
）２

∑狑
２

犼
（狔
ｏｂｓ

犼
）２

， （３）

式（３）中狑犼、狔
ｓｙｎ

犼
、狔
ｏｂｓ

犼
分别为权重、理论值与观测值，

拟合差越小表明理论与观测波形差异越小，通过比

较不同深度层反演解的拟合差获得最佳拟合深度，

同理可用于求取最佳断面走向、倾角、滑动角等参数．

本方法中使用振幅谱反演的优势在于其对与地

球模型不匹配造成的波列线与相位差异不敏感，能

有效降低近场地壳速度结构不均匀性对结果的影

响，对更高频率仍有稳定的解，可充分利用地方台波

形资料，使反演震级下限可低至 犕Ｌ４．０甚至更低，

高频部分可高于０．１Ｈｚ（Ｃｅｓｃ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２．２　波形数据与速度模型

本研究使用了湖北与重庆测震台网１２个台站

宽频带波形数据，台站主要配置ＢＢＶＳ６０型宽频带

地震计，频带宽度为４０Ｈｚ至６０ｓ速度输出平坦．

选取台站的震中距小于１９０ｋｍ，分布均匀，台站间

隙角小于４５°，包围较好（图４），台站分布范围、包围

图４　参与矩张量反演的台站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ｅｄｉｎｍｏｍｅｎｔｔｅｎｓｏｒ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程度与宽频带波形数据质量均能够满足本研究的

需要．

三峡水库及近邻地区地壳速度结构前人已做过

许多研究．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陈学波等（１９９４）

采用人工地震测深方法（ＤＳＳ）获取了库区及近邻地

区较详细的地壳结构与地质解释，同时还反演了地

震波衰减因子与介质品质因子等．该方法沿近ＥＷ

与近ＮＳ各布设两条测线，其中 ＥＷ 向主测线近

３００ｋｍ，基本沿长江流向布设，穿过震源区，４条沿

线基本上涵盖了整个库区及近邻地区．研究结果把

地壳分为上、中、下三大层，其中上地壳分沉积盖层

与结晶基底，中下地壳又分为两个亚层，共５层结

构，莫霍面埋深约３４～４７ｋｍ．李强等（２００９）在此结

构基础上又增加不同深度速度间断面，使用２００３年

至２００７年的三峡库区微小震Ｐ、Ｓ波走时数据，采

用地震层析成像技术反演了库区地壳结构，吴海波

等（２０１８）使用２００９年之后走时数据采用双差层析

成像进一步对三峡库区地壳三维速度结构进行反演

优化，后两项研究主要以陈学波等的研究成果为基

础，增加２ｋｍ深度速度间断面，并针对库区不同深

度层（特别是中上地壳）地震波速横向不均匀性进行

讨论．考虑到三峡库区及近邻地区地壳构造复杂，横

向差异较大，本研究仍以陈学波的地壳速度结构为基

础，适当调整不同速度层深度与速度值，增加２ｋｍ深

度层，共６层结构，由于选取台站多数分布在黄陵背

斜及以西地区，地壳平均厚度选定为３８ｋｍ，具体的

速度结构见表２与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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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三峡库区及近邻地壳速度结构

Ｆｉｇ．５　Ｃｒｕｓ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

表２　三峡库区及近邻地区地壳速度结构模型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狉狌狊狋犪犾狏犲犾狅犮犻狋狔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犻狀狋犺犲犜犺狉犲犲犌狅狉犵犲狊

犚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犪狀犱犻狋狊犪犱犼犪犮犲狀狋犪狉犲犪

顶层深度

／ｋｍ
犞Ｐ／（ｋｍ·ｓ－１） 犞Ｓ／（ｋｍ·ｓ－１） ρ／（ｇ·ｃｍ

－３） 犙Ｐ

０．０ ４．８０ ２．７７ ２．４６ ７１

２．０ ５．５０ ３．１８ ２．５５ ７１

８．０ ６．１５ ３．５５ ２．８２ ２４１

１４．０ ６．３０ ３．６４ ２．８７ ３８７

２０．０ ６．５０ ３．７５ ２．９３ ３８７

２８．０ ６．９０ ３．９８ ３．０４ ４１６

３８．０ ７．９０ ４．５６ ３．３０ ６００

３　反演步骤与结果分析

３．１　波形数据信噪比分析

在矩张量反演中，选取波形数据信噪比太低将影

响反演结果的可靠性，通常要求信噪比大于５０．本研

究通过选取的Ｐ、Ｓ波形与震前噪声波形的功率谱密

度比值求取不同频段的信噪比，图６为 ＷＡＺ台Ｐ、Ｓ

波形与噪声波形功率谱密度以及信噪比曲线，可以看

到三个分向Ｐ、Ｓ波频谱稳定，在反演频段０．０２～

１Ｈｚ范围内，信噪比均大于８０，由于 ＷＡＺ台为震中

距最远的台站，理论上其它台站波形信噪比应该均比

其要大，实际计算结果也是如此，因此选取的１２个台

站３分量波形数据信噪比满足本研究反演要求．

３．２　滤波频段与偏张量反演

矩张量反演中波形滤波频带也会对结果产生影

响，对于较大地震，滤波频率下限通常选择较低效果

更好些．Ｃｅｓｃａ等（２０１１）使用本方法对德国与希腊

地区中小地震矩张量反演中，对震级 犕Ｌ 小于５．５

与震中距小于４００ｋｍ的地震，选取的频带为０．０３５～

０．１Ｈｚ，在西班牙中小地震反演时，上限频率甚至

高达４Ｈｚ（Ｃｅｓｃａ，２００６）．本研究中由于地震震级较

小，震中距近，在参考上述研究基础上，选取相同的

台站对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１日两次４级地震进行频段

测试．首先把频率范围０．０２～１Ｈｚ之间分成４个频

段，分别计算每个频段振幅谱拟合差（ｍｉｓｆｉｔ），拟合

差最小频段为最终使用的频段．从表３中显示，两次

地震均在０．０３５～０．１Ｈｚ频段时拟合差最小，同时

在该频段内波形的频谱也比较平坦稳定，因此本文

反演中选取该滤波频段．

本研究中格林函数采用 Ｗａｎｇ（１９９９）的方法，

使用前述的六层地壳速度结构计算三峡及近邻地区

格林函数库．整个反演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为通过

振幅谱反演走向、倾角、滑动角、震源深度和标量矩

等，本方法为Ｐ、Ｓ波全波反演，台站震中距小，震源

深度浅，因此全波形长度设定为６０ｓ，震源深度限定

在１０ｋｍ内，时间函数为地震前后１．５ｓ，步长０．３ｓ．通

过拟合差值的大小指示着反演结果质量的好坏，以

门槛值０．４、０．５、０．６为基准把反演结果质量分为

Ａ、Ｂ、Ｃ三类．反演过程中，台站数量、波形数据和台

站仪器配置都会对拟合差值产生影响，由于本研究

中５次地震位置相距较近，反演中选用一致的台站，

仪器配置也一样，可降低这些因素对反演结果的影

响．另外，断面走向φ、倾角δ、滑动角λ、矩心深度狕

等反演参数的相对拟合差曲线的平坦程度也用于反

映求解结果的稳定性．也可通过台站垂直向Ｐ波

初动符号进一步约束解的结果的可靠性．从表１

中地震事件４第一步的反演结果显示（图７），最近

１０个台站三分向波形的观测振幅谱与理论振幅谱

一致性好，走向、倾角、滑动角与矩心深度等参数

的相对拟合差曲线变化平稳，加入Ｐ波垂直向初

动符号后四象限分布清晰，没有矛盾符号出现，其

他４次地震也有类似的结果，表明反演结果质量稳

定可靠．第二步在第一步求得的点源参数基础上通

过时间域内Ｓ波窗采用网格搜索不断改进震源矩心

位置和震源时间等参数，从而获得最佳矩心中心位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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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与震源持续时间（图８），并明确膨胀区与压缩区

问题．

按上述方法反演了５次地震的节面产状、拟合

差值、矩震级、矩心深度、矩心相对位置（表４），从反

演结果的拟合差值（ｍｉｓｆｉｔ）分析，这５次地震中有４

次小于０．４为Ａ类，剩余１次为Ｂ类，也反映反演

结果的可靠性．从节面产状看，５次地震滑动类型一

致性较好，均为走滑兼逆断性质，各参数差值小于

１０°，震源矩心深度在４．０～４．５之间，深度浅且变化

稳定，矩心中心相对位置也变化稳定，均小于２．０ｋｍ．

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比较，节面产状与深度差异都比

较小（表４）．

表３　不同滤波频段拟合差值

犜犪犫犾犲３　犕犻狊犳犻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犻犾狋犲狉犻狀犵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犫犪狀犱狊

事件 日期 震级／犕Ｗ

滤波频段振幅谱拟合差值ｍｉｓｆｉｔ

０．０２～０．０３３Ｈｚ ０．０２５～０．０５Ｈｚ ０．０３５～０．１Ｈｚ ０．０５～０．２Ｈｚ ０．０１６７～１Ｈｚ

１ ２０１８１０１１ ４．２ ０．６１３ ０．４７９ ０．３６９ ０．５４１ ０．５６２

２ ２０１８１０１１ ３．７ ０．８８３ ０．８５０ ０．４８２ ０．５８５ ０．６２１

图６　ＷＡＺ台Ｐ、Ｓ波形与噪声波形功率谱密度比较

（ａ）Ｐ、Ｓ波功率谱（蓝线）与噪声功率谱（红线）；（ｂ）三分向信噪比，虚线为滤波频率上下限．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ｎｏｉｓ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ｔＷＡＺ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ｎｏｉｓｅ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ｒｅｄｌｉｎｅ）；（ｂ）Ｓｉｇｎａｌ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

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ｓ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表４　节面产状、矩心深度与相对位置反演结果

犜犪犫犾犲４　犐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狀狅犱犪犾狆犾犪狀犲狊，犳狅犮犪犾犱犲狆狋犺犪狀犱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事件
节面１／（°） 节面２／（°） 犘轴／（°） 犜轴／（°）

走向，倾角，滑动角 走向，倾角，滑动角 走向，俯角 走向，俯角
Ｍｉｓｆｉｔ 犕Ｗ 矩心深度／ｋｍ 相对位置／ｋｍ

１
６８，４９，１６１ １７１，７６，４３ ２９４，１７ ３８，４０ ０．３６５ ４．７ ４．５ ０．５Ｗ，０．５Ｎ

６９，４９，１６９ １６６，８２，４２ ２９１，２１ ３６，３４ ５．５ 赵凌云等，２０１４

２
６２，５２，１５２ １７０，６８，４２ ２９３，１０ ３３，４４ ０．３７４ ４．２ ４．４ ２．０Ｅ，１．５Ｎ

６７，４４，１７７ １６０，８８，４５ ２９２，１５ ３１，２８ ４．１ ４．０ 李井岗等，２０１８

３
６０，５３，１６２ １６１，７６，３８ ２８６，１５ ２７，３７ ０．３２４ ４．１ ４．０ ０．５Ｅ，１．０Ｎ

６２，６３，１７３ １５５，８３，２７ ２８７，７ ２０，２３ ４．０ ２．０ 李井岗等，２０１８

４ ５９，５３，１６６ １５８，７９，３８ ２８３，１７ ２５，３４ ０．３６９ ４．２ ４．５ ０．５Ｅ，１．５Ｎ

５ ５８，５５，１５９ １６０，７３，３７ ２８６，１１ ２５，３８ ０．４８２ ３．７ ４．１ １．５Ｅ，１．０Ｎ

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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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事件１最近１０个台站观测与理论振幅以及深度、节面产状拟合曲线

上图依次为加入Ｐ波垂直向初动符号的震源机制解结果，深度、走向、倾角与滑动角拟合差曲线，观测与理论振幅曲线对比．

Ｆｉｇ．７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ａｔ１０ｎｅａｒｅｓ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ｎｏｄａｌｐｌａｎｅｓｏｆｅｖｅｎｔｏｎｅ

表５　全矩张量反演结果与分解

犜犪犫犾犲５　犐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犪狀犱犱犲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

犳狌犾犾犿狅犿犲狀狋狋犲狀狊狅狉

事件
犕ｒｒ／犕ｔｔ／犕ｐｐ／

犕ｒｔ／犕ｒｐ／犕ｔｐ

犕０／

×１０１５Ｎｍ

ＩＳＯ，ＤＣ，

ＣＬＶＤ／％

１
－２．１３／４．３４／０．３３／－５．８２／

－４．０４／－５．９６
１７．３０ ７，５７，４３

２
２．３８／－５．７５／－０．１１／

５．４６／４．４１／４．３１
３．０８ ９，５４，４６

３
４．４６／－６．９７／－１．５８／

５．２０／５．０９／４．７４
２．０９ ９，５１，４９

４
６．８３／－５．７７／－０．１９／

４．７２／４．７６／４．９３
３．５０ ２，６１，３９

５
－６．０９／４．５０／－１．５４／

－４．５５／－４．６４／－３．６４
０．６３ ９，５３，４７

注：犕ｒｒ、犕ｔｔ、犕ｐｐ、犕ｒｔ、犕ｒｐ、犕ｔｐ为地震矩张量六个独立分量．

３．３　全矩张量反演与分解

地震矩张量用于统一描述各种震源，可通过上

述反演的偏张量参数φ、δ、λ、犕０ 等求得．通过本征

值与本征矢量对全矩张量有多种不同的分解方法，

本研究中为了分析考察震源的体积及偏量变化，把

矩张量分解为各向同性解（ＩＳＯ）、纯双力偶解（ＣＤ）

与补偿线性矢量偶极解（ＣＬＶＤ）三部分，后两者通

常合称为偏张量解（ＤＥＶ），各向同性解表征震源体

积变化，双力偶解用于解释断层面产状与应力主轴

等纯剪切问题，补偿线性矢量偶极代表着三个本征

矢量方向上力偶强度差异，反映了震源体中扭剪、张

裂等分量强度．为了显示偏张量解中双力偶成分与

补偿线性矢量偶极成分两者差异，通常引入参数ε

以表征偏量解中最小与最大本征值绝对值的比例关

系，ε＝
犿ｍｉｎ

犿ｍａｘ

，０≤ε≤０．５，并用２ε和（１－２ε）的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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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事件１最近１０个台站观测与理论波形以及矩心位置和时间函数

上左图为矩心位置反演结果，上右图为时间函数持续时间，下图为观测波形（红线）与理论波形（黑线）对比．

Ｆｉｇ．８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ｔ１０ｎｅａｒｅｓ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ｉｍ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ｅｎｔｏｎｅ

百分数来表达补偿线性矢量偶极与纯双力偶之间的

相对强度，两者之和为百分之百（Ｊｏｓｔａｎｄ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１９８９）．按上述方法对５次地震全矩张量解进行ＩＳＯ

＋ＣＤ＋ＣＬＶＤ分解，结果显示（表５）：１）分解后各

分量（ＩＳＯ、ＤＣ和ＣＬＶＤ）所占比例的差异变化较

小，ＩＳＯ均小于１０％，这与上地壳岩石和部分材料

的ＩＳＯ成分低于１０％的结果一致（Ｔｈｏｍｓｅｎ，１９８６；

蔡晓刚等，２０１１）．纯双力偶（ＤＣ）在５１％～６１％之

间，ＣＬＶＤ解为３９％～４９％，各比例成分比较稳定，

未产生差异变化较大的地震事件；２）纯双力偶ＤＣ

成分比例偏小，而ＣＬＶＤ成分比例明显偏多．前人

的研究认为 （Ｊｕｌｉ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Ｍｉｌｌｅｒｅｔａｌ．，

１９９８），能引起ＣＬＶＤ成分增加的因素很多，在各向

异性介质中的剪切错动，在不同方向上的多重剪切

错动，以及在火山或地热区地下液压状态下的拉张

错动都能引起ＣＬＶＤ成分的增加．Ｖａｖｒｙ̌ｃｕｋ（２００５）

的数值模型试验证实各向异性可使ＣＬＶＤ成分达

３０％和各向同性成分达１５％．这５次地震震中处于

三峡水库近岸区，库水对矩张量中ＣＬＶＤ成分增加

具有重要影响，震中区地下岩层岩石经过库水多年

侵蚀与溶蚀，处于水体饱和状态，增加了介质各向异

性特性，在这种状态下，库水荷载变化有利于地下介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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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孔隙压产生拉张与剪切错动，从而引起ＣＬＶＤ成

分的增加．

４　构造应力场与库水的影响讨论

４．１　与区域构造应力场关系

三峡库区地处扬子准地台中北部，东西两侧分

别为江汉—洞庭断陷与四川台坳，构造主体由秭归

向斜盆地、黄陵背斜与神农架穹隆南部组成．对于三

峡地区现今构造应力场的形成机制当前存在争议，

主要表现在现今构造应力场由ＮＥＳＷ 向主压应力

挤压形成的（袁登维等，１９９６），还是由 ＮＷＷＳＥＥ

向拉张体制形成的（李蓉川等，１９８６；高锡铭等，

１９９４）．李细光等（２００６）的研究认为，三峡地区现今

构造应力场主要受到来自西部的ＮＥＳＷ 方向主压

应力的挤压，同时叠加由江汉—洞庭盆地的拉张引

起的 ＮＷＷ 向主张应力作用，主压应力轴方向

ＮＥ５７°，主张应力轴方向约为ＮＷ３２７°或ＳＥ１４７°，但

不同地区受到局部构造体的影响，会产生明显变化．

从地壳应力作用所显现的地质宏观特征统计获得的

区域最大主压应力方向大多数为 ＮＥＳＷ 向，主压

应力轴倾角均大于３０°，非水平状态（袁登维等，

１９９６），这与蓄水前三峡库区小震震源机制解的结果

存在一定差异（王墩等，２００７）．本研究的５次地震事

件均处于巴东与秭归交界长江北岸，在秭归向斜盆

地西缘高桥断裂与周家山—牛口断裂之间．地质演

化方面，受到ＮＥＳＷ 向主压应力作用，秭归盆地自

晚第三纪以来一直处于缓慢隆起状态，现今ＧＰＳ地

壳垂向形变观测认为（杜瑞林等，２００４），黄陵背斜与

神农架处于隆起状态，而江汉盆地与秭归盆地为凹

陷状态，构成本区域现今隆凹构造格局．从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年代鄂西地区中小地震震源机制解结果分析

表明（高锡铭等，１９９４），鄂西江汉地区总体呈引张应

力场状态，主张应力轴方位大体上呈以黄陵背斜为

中心的辐射状分布，周家山—牛口断裂西侧的１９７９

年秭归犕Ｓ５．１地震的主张应力轴（方位角２４８°，俯

角５０°）正好符合这一论点．通过地质模型，加载上

述确定的主压应力与主张应力轴方向后，采用非连

续介质有限元数值模拟分析显示（陈蜀俊等，２００５；

李细光等，２００６），在黄陵背斜东部与神农架最大

主压应力方向为ＳＥ，而这５次地震震中区域—黄

陵背斜西翼与秭归盆地西侧最大主压应力方向为

ＮＷ向．

从本文５次地震的双力偶解结果分析，总体上

这些地震的受力状态与滑动方式比较接近．这５次

地震事件节面１走向均为ＮＥＥ向，平均６１．４°，倾角

约５２．４°，滑动角为１６０．０°，节面２走向ＳＳＥ向，平

均为１６４．０°，倾角为７４．４°，滑动角为３９．６°，主压应

力犘轴走向ＮＷＷ，平均２８８．４°，俯角近水平，平均

１４．０°，主张应力犜轴走向ＮＮＥ，平均２９．６°，俯角约

３８．６°，因此犘轴与犜 轴的水平分量均大于垂直分

量，并且主压应力的水平分量大于主张应力的水平

分量．犘轴与犜 轴的投影图显示（图９），５次事件的

投影点非常集中，与赵凌云等（２０１４）、李井岗等

（２０１８）的反演结果也比较一致（表４，图９中红色标

注）．与前述的震中区现今构造应力场主压应力方向

ＮＷ向比较，这５次地震平均主压应力轴走向更偏

西约４０°左右，倾角也与构造应力场存在一定差异，

但与蓄水前三峡库区小震震源机制解的平均结果比

较一致，后者的主压应力优势方向２８５°，俯角近水

平（王墩等，２００７）．震中区附近三条主要断裂带地质

产状分别为（袁登维等，１９９６）：周家山—牛口断裂走

向ＮＥ２０°～５０°，倾向倾角ＮＷＷ６０°～８０°，高桥断裂

走向ＮＥ５０°～６０°，倾向倾角ＳＥ５０°～８０°，马鹿池断

裂走向２７０°，倾向倾角 Ｎ７５°～８５°，三者倾角均较

大，其中周家山—牛口断裂和高桥断裂与本文中５

次地震节面１的平均走向大体一致，倾角也相近，均

超过５０°，但倾向与周家山—牛口断裂基本一致．

图９　犘轴与犜 轴投影图

数字为事件号，蓝色圆圈为犘轴投影，蓝色三角为犜轴投影，红

色为其它研究人员的结果，红虚线为１９７９年秭归５．１地震的结果，

箭头为犘、犜轴方向）．

Ｆｉｇ．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ｏｆ犘ａｘｉｓａｎｄ犜ａｘｉｓ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ｉｓｅｖｅｎｔｓｅｒｉａｌ，ｂｌｕｅｃｉｒｃｌｅｉｓ犘ａｘｉ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ｂｌｕｅ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ｉｓ犜ａｘｉ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ｄ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ｏ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ｒｅｄ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ｉ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Ｚｉｇｕｉ５．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１９７９，

ａｒｒｏｗｉｓ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犘ａｘｉｓａｎｄ犜ａｘｉｓ．

总之，本文中５次地震震源机制的最大主压应

力方向与研究区现今构造应力场主压应力方向总体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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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存在一定角度偏差，与蓄水前库区小震震源机

制解主压应力与主张应力优势方向和俯角均一致，

同时节面１走向与周家山—牛口断裂和高桥断裂大

体一致，俯角也较相近，因此这些地震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了区域构造应力场的控制与影响．

４．２　库水及水位荷载变化的影响

本文中５次地震均位于三峡水库北岸，距库岸

最远的地震约６ｋｍ，特别是２０１７年以来的４次地

震距水库北岸均约２ｋｍ，库水的影响不容忽略．一

方面为库水荷载的快速变化对库区地下介质孔隙压

影响，从而触发或改变库区局部应力状态；另一方面

库水长期的溶蚀改变了地下介质结构和物理性质，

可能会引起裂隙的扩张，为流体进一步的渗流扩散

提供更有利的条件（丁原章等，１９８３；Ｔａｌｗａｎｉａｎｄ

Ａｃｒｅｅ，１９８５）．库水对库区地震活动的影响随着时间

的推移将产生明显变化．在蓄水初期主要表现为由

于库水位上升引起地下介质水体饱和而诱发大量的

气爆性浅表垮塌、矿塌、岩溶陷落等微小震活动，三

峡水库２００３年首期蓄水至２００８年首次１７０ｍ蓄水

期间沿水库沿岸近岸区诱发大量浅表微小震或震群

活动，正是处于这一阶段的明显表现．另外，通过比

较蓄水前后的重力场与ＧＰＳ形变场的明显差异变

化能够反映库水对近岸区构造形变场的影响（杜瑞

林等，２００４；申重阳等，２００４），甚至通过三维数值模

拟也能显示出水库蓄水对库区局部构造应力场的影

响（陈蜀俊等，２００５）．蓄水首次达到最高水位后，随

着时间的推移浅表气泡性微小震活动逐渐减弱，库

水侵蚀、溶蚀作用对地震活动的影响慢慢增强，特别

是灰岩地区，库水沿原有或新生裂隙长期不断溶蚀，

加上库水位每年反复不断的荷载变化，加剧溶蚀作

用的强度与深度，造成孔隙的不断扩大，甚至出现溶

蚀空洞，从而降低了岩层强度而有利于诱发地震．但

能够达到诱发地震的条件非常复杂，主要受到区域

构造应力场状态、震中区地质构造与岩层岩性特性、

库水溶蚀程度、库水位加卸载方式等，这些条件将限

制诱发地震的发生时间与强度．这个阶段在三峡库

区的表现也比较明显，自２００９年底首次１７５ｍ蓄水

后至２０１３年巴东 犕Ｓ５．１地震前，库区水库两岸近

岸区微小震活动明显减少（图１０），这个时期处于地

下介质水体饱和但溶蚀程度达不到诱发较大地震的

状态．巴东犕Ｓ５．１地震后，地震活动强度明显增强，

而频次的增多主要受到余震序列的影响，空间分布

总体上向主要构造断裂附近集中，并发生了多次４

级以上地震，这一时期地震活动受地下岩层长期溶

蚀作用及构造活动的影响逐渐明显，本文的５次地

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在地质构造岩性方面，

震中区处于巴东多层滑脱构造区（王杰等，２０１８），处

于多条断裂交汇区附近，浅表裂隙、小煤矿洞丰富，

下伏地层为灰岩、页岩、泥岩加煤层结构，这些均有

利于地下岩溶孔隙空洞发育．从时间尺度分析，这些

地震发生在２００３年首期蓄水１０年之后，２００８年首

次１７０ｍ蓄水５年之后，震源深度３～５ｋｍ，从库水下

渗速度角度计算，如果按３×１０－５ｍ·ｓ－１的平均下渗

速度（灰岩：渗透率１０－１３ｍ２，水黏滞系数０．４×１０－３

Ｐａ·ｓ，孔隙度０．２）（陈等，２００９），蓄水至今的下

渗深度可达１０～１５ｋｍ，超过５次地震的震源深度，

地下速度结构层析成像也显示２０１１年以来震中区

附近地下５～８ｋｍ层存在较明显的Ｐ波高速异常

与库水长期渗透相关（吴海波等，２０１８）．因此地下岩

层渗透溶蚀程度与时间长短也会对这些地震发震时

间产生重要影响．

库水荷载主要是由于库水重力作用而施加在原

应力场的垂直向量，从而改变应力场的状态．通过水

库蓄水初期小震震源机制解变化特征能够反映库水

蓄水对库区小震震源破裂性质与应力状态的影响与

改变．２０１０年库水首次１７５ｍ蓄水以来，库水每年

荷载变化都在１４５～１７５ｍ之间规律变化，通常每

年９月中下旬开始快速蓄水，到１０月底至１１月初

水位达到最高水位１７５ｍ，并保持高水位到下一年１

月底开始缓慢泄水，进入消落期，到６月初水位降至

最低１４５ｍ，进入低水位汛期保持到９月中下旬开

始下一年的周期变化（图１１），本文５次地震所处时

段为：２０１３年巴东犕Ｓ５．１地震处在高水位运行期，

在最高水位１个月后发生的，２０１７年秭归 犕Ｓ４．３、

犕Ｓ４．１地震处于低水位汛期，发生在最低水位后第

６天，２０１８年秭归 犕Ｓ４．５、犕Ｓ４．１地震处于水位快

速蓄水期，距最高水位相差２０天，地震所处的水位

时段各不相同，所处的库水荷载变化模式也各不相

同，但均处于库水加卸载快速变化时段，对局部应力

场触发作用比较明显．库水荷载的反复加卸载变化

与长期溶蚀可改变地下介质孔隙压状态，Ｇｕｐｔａ

（２００２）对孔隙液压状态改变的触发机制进行过很好

的解释，与各向同性岩层中传统发震机制比较，瞬时

的高孔隙压将引起瞬时的高剪切应力，从而剪切强

度迅速减弱而引起失稳，Ｃｈｅｎ和Ｎｕｒ（１９９２）指出孔

隙压中偏量成分可导致滑动失稳而触发地震，因此

各向异性使得库区孔隙压触发机制的更容易发生．

前面的研究已指出５次地震均存在较多ＣＬＶＤ成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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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三峡水库蓄水以来犕Ｌ≤２地震频次图

Ｆｉｇ．１０　犕Ｌ≤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ｍａｐｓｉｎｃｅ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

图１１　水库水位变化与地震活动对应关系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分，意味着震源区或震源破裂有更复杂的各向异性

介质、多重剪切滑动或近岸区地下液态的拉张错动

等，与震区附近复杂的地层岩性结构与应力状态是

一致的．对此李井岗等（２０１８）认为２０１７年秭归

犕Ｓ４．３、犕Ｓ４．１地震是由于库水卸载产生应力回弹

引起地下岩层顺层或切层失稳滑动产生的．

总体上，从区域构造应力环境分析，这５次地震

明显受到现今构造应力环境的控制与影响，但就局

部而言，震源区的滑脱褶皱构造及局部特殊的地下

浅层岩层岩性结构与水文地质环境，经库水多年的

反复加卸载与长时间侵蚀溶蚀作用是地下岩层强度

弱化而引起失稳滑动的关键条件，而快速变化的特

殊水位加卸时段改变地下孔隙压的应力状态而引起

岩层失稳是重要诱发因素，由于震源区特殊的构造

位置与岩层岩性结构，未来的地震活动仍将受到库

水长期对地下岩层溶蚀侵蚀和反复加卸载作用的影

响，在满足条件的特殊时段仍存在引发地下岩层失

稳滑动的可能．

５　结论

通过对２０１８年秭归犕Ｓ４．５、犕Ｓ４．１地震，以及

震区附近２０１７年秭归犕Ｓ４．３、犕Ｓ４．１和２０１３年巴

东犕Ｓ５．１等５次地震矩张量的反演与分解，以及结

合这５次地震矩张量中ＣＬＶＤ成分偏多的成因分

析，对三峡库区现今构造应力场和库水的影响进行

探讨，得到如下结论：

（１）采用ｋｉｗｉ方法反演了秭归与巴东交界地区

２０１３年以来５次地震全矩张量解，结果显示这些地

震双力偶解均为走滑兼逆断性质，两个节面与Ｐ、Ｔ

轴产状一致性均较好．

（２）全矩张量进行ＩＳＯ＋ＤＣ＋ＣＬＶＤ分解显

示，ＩＳＯ成分均低于１０％，纯双力偶ＤＣ成分偏少而

ＣＬＶＤ成分较多，主要与震源区地下浅层介质复杂

的各向异性、多重剪切错动或液态下拉张错动有关．

（３）与三峡库区现今构造应力场比较，这５次地

震主压应力Ｐ轴与主张应力Ｔ轴的平均方向与其

大体一致，并且节面１平均走向也与附近主要断裂

走向大体一致，反映了这些地震在区域应力大环境

下受到区域现今构造应力场的影响．

（４）库水长时期对震源区局部特殊的岩层岩性

结构的侵蚀溶蚀与加卸荷载作用，引起局部岩层强

度降低，在特殊水位时段有利于引起岩层失稳滑动，

５次地震中ＣＬＶＤ成分较多正是这一复杂过程的重

要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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