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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破裂在隐伏断层上的浅源走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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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日，在中国云南省大理州漾濞县发生了 犕Ｓ６．４地震．该地震震中位于川滇菱形块体西部边

缘的维西—乔后—巍山断裂附近．作为该区域过去４５年以来发生的最大地震，快速的灾害反应及震源参数反演将

为防震减灾提供重要的帮助．由于未搜集到与此次地震地表破裂相关的报告，这次地震的发震断层目前仍难以确

定．本文利用哨兵１Ａ／Ｂ卫星的合成孔径雷达干涉（ＩｎＳＡＲ）数据获得了与此次地震相关的同震形变，并反演了这次

事件的断层几何参数及详细的滑动分布．反演结果显示：破裂断层以右旋走滑运动为主，兼有少量的正断分量；滑

动主要分布在２到１２ｋｍ深度范围内，在约７ｋｍ深度处滑动达到最大，约为０．６４ｍ．破裂断层浅部０到２ｋｍ范围

内滑动的缺失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滑动亏损区，该区域很可能被震后余滑及震间浅部滑动所弥补．通过对反演结果、

余震序列和局部断层构造特性的综合分析，认为此次地震可能破裂在维西—乔后—巍山断裂的隐伏分支断层或一

个独立的未知的隐伏主断层上．计算的同震库仑应力变化表明维西—乔后—巍山断裂的巍山盆地段北端、维西—

乔后—巍山断裂的玉狮场—乔后段最南端及洱源—弥渡断裂的中段北端具有较高的破裂风险．

关键词　川滇菱形块体；漾濞地震；隐伏断层；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大地测量反演

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２１Ｐ０４０８ 中图分类号　Ｐ３１５，Ｐ２２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０９，２０２１０７３０收修定稿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６０４，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７２１００３，４１９７４００４）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杨九元，男，１９９０年生，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大地测量反演与构造形变研究．Ｅｍａｉｌ：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４０００６＠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共同第一作者简介　温扬茂，男，１９８２年生，副教授，主要从事构造大地测量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ｍｗｅｎ＠ｓｇｇ．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通讯作者　许才军，男，１９６４年生，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地球物理大地测量等方面研究．Ｅｍａｉｌ：ｃｊｘｕ＠ｓｇｇ．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犜犺犲２１犕犪狔２０２１犕犛６．４犢犪狀犵犫犻（犢狌狀狀犪狀）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

犃狊犺犪犾犾狅狑狊狋狉犻犽犲狊犾犻狆犲狏犲狀狋狉狌狆狋狌狉犻狀犵犻狀犪犫犾犻狀犱犳犪狌犾狋

ＹＡＮＧＪｉｕＹｕａｎ１，ＷＥＮＹａｎｇＭａｏ
１，２，ＸＵＣａｉＪｕｎ１

，２，３

１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犪狀犱犌犲狅犿犪狋犻犮狊，犠狌犺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犠狌犺犪狀４３００７９，犆犺犻狀犪

２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犌犲狅狊狆犪犮犲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狀犱犌犲狅犱犲狊狔，犕犻狀犻狊狋狉狔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犠狌犺犪狀４３００７９，犆犺犻狀犪

３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犌犲狅犱犲狊狔，犕犻狀犻狊狋狉狔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犠狌犺犪狀４３００７９，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Ｏｎ２１Ｍａｙ２０２１，ａｎ犕Ｓ６．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ｒｕｃｋｔｈｅＹａｎｇｂｉＣｏｕｎｔｙ，Ｄａｌｉ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ｉ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ｎｅａｒｔｈｅＷｅｉｘｉＱｉａｏｈｏｕ

Ｗｅ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ｏ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ｈｏｍｂｕｓｂｌｏｃｋ．Ａｓ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ｏｈｉｔ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４５ｙｅａｒｓ，ｒａｐｉ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ｗｉｌｌｐｒｏｖｉｄ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ｈｅｌｐ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ｅｃａｕｓｅｎｏｓｕｒｆａｃｅ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４卷　

ｒｕｐ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ｉｓｅｖｅｎ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ｕｌｔｏｆｔｈｉ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ｓｓｔｉｌｌ

ｕｎｋｎｏｗｎ．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ｉ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ｙｍｅａｎｓ

ｏｆ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Ａ／Ｂ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ｎ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ｕｐｔｕｒｅ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ｍｉｎｏｒ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ｏｆｓｌｉｐｉｓ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ａｔｄｅｐｔｈｓｆｒｏｍ２ｔｏ１２ｋｍｗｉｔｈａｐｅａｋｖａｌｕｅｏｆ０．６４ｍａｔｄｅｐｔｈｏｆ

７ｋｍ．Ｔｈｅ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ｓｌｉｐ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ｐａｒｔ（０～２ｋｍ）ｏｆ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ｆａｕｌｔｒｅｖｅａｌ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ｄｅｆｉｃｉｔａｒｅａ，ｗｈｉｃｈｉｓ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ｂ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ｂｙ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ｆｔｅｒｓｌｉｐ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Ｂｙ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ａｕｌｔｓ，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ａｔａｂｌｉｎｄｂｒａｎｃｈｆａｕｌｔｓｐｌａｙ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ｉｘｉ

ＱｉａｏｈｏｕＷｅ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ｔｄｅｐｔｈｏｒａｎｅｗｕｎｋｎｏｗｎｂｌｉｎｄｆａｕｌｔｍａｙｂ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ｉ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ｕ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ｏｕｌｏｍｂｓｔｒｅｓ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ｓｈｏｗａｈｉｇｈｒｕｐｔｕｒｅｒｉｓｋａｔ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ｓｈａ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ｘｉＱｉａｏｈｏｕＷｅ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ｏｓｔ

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ＹｕｓｈｉｃｈａｎｇＱｉａｏｈｏｕ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ＷｅｉｘｉＱｉａｏｈｏｕＷｅ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ｒｙｕａｎＭｉｄｕｆａｕｌ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ｈｏｍｂｕｓｂｌｏｃｋ；Ｙａｎｇｂ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ｌｉｎｄ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０　引言

川滇菱形块体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受印度板块

和欧亚板块持续碰撞及刚性四川盆地阻挡的影响，

其地壳运动以顺时针旋转为主（图１ａ和１ｂ）．该地

区发育着许多构造活动强烈的大型走滑断层，如：鲜

水河、安宁河、则木河、小江、金沙江和红河断裂带

等，这些断裂带共同围限出川滇菱形块体（徐锡伟

等，２００３；图１ｂ）．相较于川滇块体东边界（主要包

括：鲜水河、安宁河、则木河和小江断裂）较高的滑动

速率及地震活动（李姜一等，２０２０；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１），块体西边界（主要包括：金沙江

和红河断裂带）的滑动速率及地震活动相对较低（常

祖峰等，２０１６；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除红河断裂带关

注度较高外，西边界其他断裂研究程度相对较低．作

为北部金沙江断裂和南部红河断裂带的连接部分，

维西—乔后—巍山断裂在区域构造形变上具有重要

的控制作用（常祖峰等，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日

（北京时间２１∶４８∶３７），在中国云南省大理州发生了

犕Ｓ６．４浅源地震（震中深度８ｋｍ）（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

ｃｅｉｃ．ａｃ．ｃｎ）．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维西—乔后—巍

山断裂的巍山盆地段西侧约７ｋｍ处，距离漾濞县

约９ｋｍ（图１ｃ）．震中区域发育着许多西北东南走

向的构造断层，且总体以走滑运动为主要特点．该事

件是自１９７６年以来发生在维西—乔后—巍山断裂

巍山盆地段附近最大的一次地震，为研究区域构造

活动提供了一个稀有的机会（图１ｃ）．在地震发生前

２７分钟，一个犕Ｓ５．６前震出现在主震震中东南方向

约５ｋｍ处；震后一周内共发生了３９个犕Ｓ２．９以上

的余震（图１ｃ）．余震集中分布在主震的东南方向

处，且呈西北东南向线性排列．这些余震的整体分

布暗示着主震沿东南走向的发震断层由西北向东南

单向破裂．根据新闻报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３６０ｋｕａｉ．

ｃｏｍ／ｐｃ／９ｃ５３６２２４ｂａｄｂ８７９７１？ｃｏｔａ＝３＆ｋｕａｉ＿ｓｏ＝

１＆ｒｅｆｅｒ＿ｓｃｅｎｅ＝ｓｏ＿３＆ｓｉｇｎ＝３６０＿ｄａ２０ｅ８７４＆ｔｊ＿

ｕｒｌ＝ｓｏ＿ｖｉｐ），该次地震造成了３人死亡，２８人受

伤，１９２间房屋倒塌，１３０９０间房屋损坏，道路、桥梁、

水利及电力通信基础设施受损．根据美国地质调查

局（Ｕ．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ＵＳＧ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ｕｓｇｓ．ｇｏｖ／）、美国哈佛大学（Ｇｌｏｂａｌ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Ｍｏｍｅｎｔ

Ｔｅｎｓｏｒ，ＧＣＭ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ｃｍｔ．ｏｒｇ／）和德

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Ｇｅｒｍ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ＦＺ，ｈｔｔｐ：∥ｇｅｏｆｏｎ．ｇｆｚｐｏｔｓｄａｍ．ｄｅ／）公

布的震源机制解（表１），这次地震破裂在一个东南

走向或西北走向的高倾角右旋走滑断层上．

归功于密集的卫星观测，本研究首先利用哨兵

１Ａ／Ｂ卫星的升、降轨数据获取了与２０２１年犕Ｓ６．４

云南漾濞地震相关的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同震形变；

然后基于弹性位错理论，利用同震ＩｎＳＡＲ观测数据

反演了此次事件的破裂断层几何参数及详细的同震

滑动分布；最后，讨论了此次地震的同震滑动亏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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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ａ）青藏高原及相邻区域的构造背景；（ｂ）川滇地区的构造背景；（ｃ）２０２１年漾濞地震区域构造背景

（ａ）中黑粗箭头为块体的运动方向（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ＡＫＭＳ：阿尼玛卿—昆仑—麻扎塔格缝合带；ＪＳ：金沙江缝合带；ＢＮＳ：班公怒

江缝合带；ＩＹＳ：雅鲁藏布江缝合带；ＭＦＴ：喜马拉雅主前缘逆冲带．（ｂ）中，ＳＹＲＢ：川滇菱形块体；ＷＹＢ：西部云南块体；ＢＰＢ：保

山—普洱块体；ＳＹＢ：南部云南块体．暗红色曲线为各个块体的边界，修改自Ｔｉａｎ等（２０１９）；绿色方框为ＩｎＳＡＲ数据覆盖范围；

ＧＰＳ数据来自Ｚｈｅｎｇ等（２０１７）．（ｃ）中黑细线为断层迹线．ＹＰＦ：永平断裂；ＷＱＹＦ：维西—乔后—巍山断裂的玉狮场—乔后段；

ＷＱＷＦ：维西—乔后—巍山断裂的巍山盆地段；ＷＱＳＦ：维西—乔后—巍山断裂南段；ＮＥＭＦ：洱源—弥渡断裂北段；ＭＥＭＦ：洱

源—弥渡断裂中段；ＳＥＭＦ：洱源—弥渡断裂南段；ＹＰＣＦ：鱼棚村断裂；ＣＰＦ：曾家营—永福哨断裂；ＪＸＦ：九顶山—孝秀庄断裂；

ＪＣＦ：苴力—春元断裂．紫色圆和黄色圆分别表示来自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ｅｎｔｅｒ，ＣＥＮＣ，ｈｔｔｐｓ：∥

ｎｅｗｓ．ｃｅｉｃ．ａｃ．ｃｎ）震后一周的余震序列和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２１年的历史地震；白色圆为来自于美国地质调查局（ＵＳＧＳ）的１９７６年至

２０１２年的历史地震．红色和绿色五角星分别为来自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主震和前震的震中．红色矩形代表２０２１年漾濞地震破裂

断层面在地表的投影；粗红线为地表迹线．Ｄａｌｉ：大理州；Ｙａｎｇｂｉ：漾濞县．图中断层的位置及名字参考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ｑｉｇｌ．ａｃ．ｃｎ／）．红色沙滩球为２０２１年漾濞地震的震源机制解；图１ｂ和１ｃ中的黑、浅蓝和粉色沙滩球分别为来自于

ＧＣＭ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ｃｍｔ．ｏｒｇ／）的历史逆冲、正断和走滑型地震的震源机制解．

Ｆｉｇ．１　（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ｂ）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ｃ）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Ｙａｎｇｂ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ａ），ｔｈｉｃｋ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ｍｏ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ＡＫＭＳ：ＡｎｙｉｍａｑｅｎＫｕｎｌｕｎＭｕｚｔａｇｈｓｕｔｕｒｅ

ｚｏｎｅ；ＪＳ：Ｊｉｎｓｈａ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ＢＮＳ：ＢａｎｇｏｎｇＮｕｊｉａｎｇ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ＩＹＳ：ＹａｒｌｕｎｇＺａｎｇｂｏ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ＭＦＴ：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Ｍａｉｎ

ｆｒｏｎｔａｌｔｈｒｕｓｔ．Ｉｎ（ｂ），ＳＹＲＢ：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ｈｏｍｂｏｉｄｂｌｏｃｋ；ＷＹＢ：ＷｅｓｔｅｒｎＹｕｎｎａｎｂｌｏｃｋ；ＢＰＢ：ＢａｏｓｈａｎＰｕｅｒｂｌｏｃｋ；

ＳＹＢ：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Ｙｕｎｎａｎｂｌｏｃｋ．Ｄａｒｋｒ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 Ｔｉ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Ｇｒｅｅｎｂｏｘ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ＧＰＳｄａｔａｃｏｍｅｆｒｏｍ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Ｉｎ（ｃ），ｔｈｉｎ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ａｒｅ

ｆａｕｌｔｔｒａｃｅｓ．ＹＰＦ：Ｙｏｎｇｐ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ＷＱＹＦ：ＹｕｓｈｉｃｈａｎｇＱｉａｏｈｏｕ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ＷｅｉｘｉＱｉａｏｈｏｕＷｅ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ＷＱＷＦ：

Ｗｅｉｓｈａ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ｘｉＱｉａｏｈｏｕＷｅ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ＷＱＳ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ｘｉＱｉａｏｈｏｕＷｅ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ＥＭ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ｒｙｕａｎＭｉｄｕｆａｕｌｔ；ＭＥＭＦ：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ｒｙｕａｎＭｉｄｕｆａｕｌｔ；ＳＥＭ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ＥｒｙｕａｎＭｉｄｕｆａｕｌｔ；ＹＰＣＦ：Ｙｕｐｅｎｇｃｕｎｆａｕｌｔ；ＣＰＦ：ＣｅｎｇｊｉａｙｉｎｇＹｏｎｇｆｕｓｈａｏｆａｕｌｔ；ＪＸＦ：Ｊｉｕ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ａｏｘｉｕｚｈｕ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ＪＣＦ：

ＪｕｌｉＣｈｕｎ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Ｐｕｒｐｌｅａｎｄｙｅｌｌｏｗｃｉｒｃｌ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ｏｎｅｗｅｅｋ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ａ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１２ａｎｄ２０２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ｅｎｔｅｒ（ＣＥＮＣ，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ｃｅｉｃ．ａｃ．ｃｎ），

ｗｈｉｌｅｗｈｉｔ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ａ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９７６ａｎｄ２０１２，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ＳＧＳ．Ｒｅｄ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ｓｔａ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ｈｏｃｋ，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ＥＮＣ．Ｒｅｄｂｏｘ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ｆａｕｌｔｐｌａｎ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Ｙａｎｇｂ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ｉｃｋ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ｔｒａｃｅ．Ｄａｌｉ：Ｄａｌｉ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Ｙａｎｇｂｉ：

ＹａｎｇｂｉＣｏｕｎｔｙ．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ａｍｅ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ｒｅｆｅｒｔｏ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ｅｑｉｇｌ．ａｃ．ｃｎ／）．Ｒｅｄｂｅａｃｈｂａｌｌ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Ｙａｎｇｂ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ｇｈｔｂｌｕｅａｎｄ

ｐｉｎｋｂｅａｃｈｂａｌｌｓ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ｓ１ｂａｎｄ１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ｔｈｒｕ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ｒｏｍＧＣＭ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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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２１年漾濞地震震源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狅狌狉犮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犺犲２０２１犢犪狀犵犫犻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

地震机构 经度（°） 纬度（°） 走向（°） 倾角（°） 滑动角（°） 长（ｋｍ） 宽（ｋｍ） 深度（ｋｍ） 滑动量（ｍ） 震级（犕Ｗ）

ＵＳＧＳ １００．０１２ ２５．７６５ １３５ ８２ －１６５ － － ９ － ６．１

ＧＣＭＴ １００．０２ ２５．６１ ３１５ ８６ １６８ － － １５ － ６．１

ＧＦＺ ９９．９２ ２５．７３ ３１９ ８８ －１６５ － － １７ － ６．０

ＣＥＮＣ ９９．８７ ２５．６７ － － － － － ８ － ６．４

均匀滑动模型 ９９．９３４ ２５．６４４ １３９ ８１ －１７０ １２．４ ８．７（固定） ６ ０．４６ ６．０

注：带符号表示犕Ｓ震级；均匀滑动模型中深度为破裂面中心点到地表的深度．

因、发震断层及附近断层的潜在危险性．

１　ＩｎＳＡＲ数据处理

作为过去４５年在维西—乔后—巍山断裂巍山

盆地段附近发生的最大一次地震，提取与漾濞地震

相关的形变信息对理解川滇块体西边界区域活跃断

层的构造特性及地震灾害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

Ｇａｍｍａ软件（Ｗｅｒ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我们采用双轨

法提取了覆盖此次地震区域的升轨和降轨的同震干

涉图（表２）．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噪声，我们将哨

兵１的距离向与方位向的多视比设置为１０∶２，并利

用３０ｍ的数字高程模型移除了地形相位的贡献．

为获得较高的信噪比，我们利用功率频谱滤波方法

对干涉图进行滤波（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ａｎｄＷｅｒｎｅｒ，１９９８）．然

后基于枝切法对干涉图进行解缠（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ｅｔａｌ．，

１９８８）；最后对干涉图进行地理编码，将其纳入

ＷＧＳ８４坐标系框架中．此外，我们还利用远场非形

变区域的观测数据估计得到一个关于位置、高程和

误差相位的线性函数，从而去除轨道残差和地形相

关的大气延迟（Ｃａｖａｌｉé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由于震中附

近区域较稀疏的植被覆盖，我们得到了高质量的

与２０２１年漾濞地震相关的同震形变场（图２）．升

轨同震干涉图（图２ａ和２ｂ）在震中区域展现出了

一个朝向卫星运动的叶状型形变条纹，其视线向

形变量约为５．２ｃｍ，而降轨同震干涉图（图２ｄ和

２ｅ）在震中南部显示出两个主要的叶状型形变条

纹（其中，西南部形变条纹远离卫星运动，而东南

部形变条纹朝向卫星运动），其视线向形变量分别

约为－６．９ｃｍ和７．７ｃｍ．这三个主要的叶状型形变

条纹分别位于震中区域的北、西南和东南处，这种

现象暗示着此次漾濞地震为一个走滑型事件．鉴

于升轨和降轨同震视线向形变分别仅覆盖震后５

天和１天的数据以及该次事件较小的震级，我们

认为提取的同震形变场中仅包含有较小的震后

形变．

表２　用于生成同震形变的犛犃犚数据信息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犲狋犪犻犾狊狅犳犛犃犚犱犪狋犪狌狊犲犱犳狅狉犮狅狊犲犻狊犿犻犮犱犲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卫星 轨道 参考日期 重复日期 垂直基线（ｍ） 入射角（°） 方位角（°）

哨兵１Ａ／Ｂ 升轨９９ ２０２１０５２０ ２０２１０５２６ －２３．５ ３６．８ －１０．７

哨兵１Ａ 降轨１３５ ２０２１０５１０ ２０２１０５２２ －５０．９ ４１．６ －１６９．７

２　大地测量数据模拟

２．１　均匀滑动模拟

本文利用基于分辨率的降采样方法（Ｌｏｈｍａｎ

ａｎｄＳｉｍｏｎｓ，２００５）对２０２１年云南漾濞地震的同震

形变场进行重采样（图２ｃ和２ｆ），然后基于弹性半空

间均匀介质的矩形位错理论（Ｏｋａｄａ，１９８５）对断层

滑动进行反演．首先，采用非线性反演方法对断层几

何参数进行反演，其次以线性反演算法来获得断层

面上详细的滑动分布．多峰值粒子群方法被用来搜

索最优的断层位置、走向、倾角、滑动角、断层宽度、

长度、断层上边界埋深及滑动量（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综合考虑余震序列的整体分布（图１ｃ）、同震形变干

涉图的特点（图２ａ和２ｄ）及ＵＳＧＳ机构公布的震源

机制解（表１），我们认为此次地震为一个倾向西南

的右旋走滑型地震，从而在反演中约束断层的走向

和滑动角区间分别为（９１°，１７９°）和（－１７９°，－１３５°）．在

初始反演中，仅对走向角和滑动角进行约束，而断层

其他参数自由收敛，反演结果显示在极狭窄的断层

宽度（小于０．１ｋｍ）上滑动量达到极高的值（３０ｍ），

这种现象与实际的破裂断层明显不符．然后，在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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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ａ）和（ｄ）分别为２０２１年漾濞地震升轨９９和降轨１３５的同震干涉条纹图；（ｂ）和（ｅ）为对应的同震视线向位移；

黑色曲线代表以２ｃｍ为间隔的同震形变等值线；（ｃ）和（ｆ）为对应的降采样数据

Ｆｉｇ．２　（ａ）ａｎｄ（ｄ）ａｒｅｔｈｅ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ｔｒａｃｋ９９ａｎｄ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ｔｒａｃｋ１３５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ａｎｄ

（ｅ）ａｒ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ｉｎｅｏｆｓｉｇｈ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ｃｕｒｖ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ｅａｃｈ２ｃｍ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ｄ（ｆ）ａｒ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ｏｗｎｓａｍｐｌｅｄｄａｔａ

中固定断层宽度，从０．５ｋｍ开始，以０．５ｋｍ为间

隔进行多次反演，结果显示：在断层其他参数较为稳

定的情况下，断层滑动随着断层宽度的增加而逐渐

减小（图３ｂ）．最后，根据经典的断层宽度与震级的

经验公式（ＷｅｌｌｓａｎｄＣｏｐｐｅｒ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４），固定断

层宽度为８．７ｋｍ进行非线性反演．最优的反演结

果（表１）显示此次漾濞地震破裂在一个长度约１２

ｋｍ、东南走向（走向角约为１３９°）的具有少量正断分

量的右旋走滑断层（滑动角约为－１７０°）上．反演得

到破裂断层上边界埋深２ｋｍ的深度意味着这次地

震为一个隐伏型事件．此外，为了评估震源参数的可

靠性，我们用蒙特卡罗方法（Ｐａｒｓｏ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对原始观测添加噪声扰动，生成１００组观测数据进

行反演，结果显示所有的断层几何参数均较为稳定

（图３ａ）．

２．２　滑动分布模拟

首先固定均匀滑动模型中得到的最优发震断层

的位置、倾角和走向角，并分别沿走向和倾向扩大断

层面的长度和宽度为２４ｋｍ和１８ｋｍ，然后将断层

面离散成４３２个１ｋｍ宽、１ｋｍ长的小矩形．同时，

为避免断层面上滑动出现剧烈的震荡，在反演中添

加了平滑因子．考虑到均匀滑动分布模型中得到的

倾角对于精细滑动分布并不是最优的（Ｂüｒｇｍａｎ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在随后的线性反演中进一步优化倾角．

为搜索到最优的倾角及平滑因子，采用一个ｌｏｇ函

数：犳（δ，α
２）＝ｌｏｇ（Ψ＋ξ），来对倾角和平滑因子进

行估计（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图３ｃ）．其中，ξ和Ψ 分

别代表残差和滑动粗糙度，而α
２ 和δ分别代表平滑

因子和倾角．此外，还进一步约束滑动在断层面的

左、右及下边界为０，随后进行线性反演．结果（图

４ｂ）显示破裂断层以右旋走滑为主，同时伴随着少

量的正断分量；滑动主要分布在深度２到１２ｋｍ范

围内，在７ｋｍ深度处滑动达到最大，约为０．６４ｍ；

凹凸体上倾区域０～２ｋｍ范围内较小的滑动量暗

示同震滑动并未破裂到地表．滑动分布模型产生了

～１．４８×１０
１８Ｎ·ｍ的矩阵量，相当于犕Ｗ６．１．正演

结果（图５）显示该模型较好的拟合了升轨９９和降

轨１３５的同震观测形变，残差分别为０．８１ｃｍ 和

０．６５ｃｍ，而升轨干涉图中破裂断层面东南处相对

较大的残差可能与该区域残余的大气噪声有关．

３　讨论

３．１　同震滑动亏损

浅层同震滑动亏损现象在中强走滑地震中普遍

存在，比如：１９９２年Ｌａｎｄｅｒｓ、１９９９年 ＨｅｃｔｏｒＭｉｎｅ

和２０１０年ＥＩＭａｙｏｒＣｕｃａｐａｈ地震（如Ｘ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图４ａ和４ｂ显示２０２１年漾濞地震的同震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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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蒙特卡罗分析的均匀断层面几何参数；（ｂ）非线性反演中断层宽度与滑动量的关系；

（ｃ）不同倾角和平滑因子的ｌｏｇ（ξ＋ψ）函数的等值线图

（ａ）中，直方图代表１００组噪声扰动数据反演得到的断层几何参数的分布，黄色圆圈代表每次反演待求参数的分布情况．实红线代表

最优断层几何参数，虚红线为待求参数的正态分布．（ｃ）中，红色五角星代表全局最小；最优倾角和平滑因子分别为８０°和１．７．

Ｆｉｇ．３　（ａ）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ｆｏｒｍｆａｕｌｔｐｌａｎ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ｕｌｔｗｉｄｔｈａｎｄｓｌｉｐ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ｏｆｌｏｇ（ξ＋ψ）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ｐａｎｇｌｅｓ

ａｎｄ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ａ），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１００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ｐｅｒｔｕｒｂｅｄｗｉｔｈ

ｒａｎｄｏｍｎｏｉｓｅ．Ｙｅｌｌｏｗｃｉｒｃｌ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ｏｂｅｓｏｌｖｅｄｉｎｅａｃｈ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ｎｄｄａｓｈｅｄｒｅｄｌｉｎ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ｏｂｅｓｏｌｖｅ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ｃ），ｒｅｄ

ｓｔａｒｄｅｐｉｃｔｓ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ｍｉｎｉｍｕｍ．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ｉｐａｎｄ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ａｒｅ８０°ａｎｄ１．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动并没有达到地表，且主要集中分布在２至１２ｋｍ

深度范围内，而０至２ｋｍ深度范围内破裂断层滑

动的缺失可以用浅层滑动亏损的机制来解释．对于

造成走滑型地震中浅层滑动亏损的原因通常可以归

为三类：（１）浅层脆性地壳的速度强化特性阻碍了破

裂断层深源同震滑动向上的传播（Ｍａｒｏｎｅｅｔａｌ．，

１９９１）；（２）破裂断层地表附近的非弹性形变减少了

同震应力的积累，从而导致了同震滑动亏损的存在

（ＫａｎｅｋｏａｎｄＦｉａｌｋｏ，２０１１）；（３）大地测量数据在破裂

断层地表附近覆盖的不完整性或缺失导致了反演过

程中对断层浅源滑动分布的低估（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本文反演中使用的升、降轨同震观测数据（图５ａ和

５ｄ）在破裂断层中段区域显示出了断层近场数据的

缺失，而这可能会引起浅源滑动约束的不足．但是，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ｑｉｇｌ．ａｃ．

ｃｎ／）和云南省地震局（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ｄｚｊ．ｇｏｖ．

ｃｎ／）在震后开展的野外调查工作中并未发现此次地

震造成的显著地表破裂．因此，我们推测此次地震的

同震滑动并未或少量破裂到地表，近场数据少量的

缺失并不能完全解释同震滑动亏损的现象．Ｙａｎｇ等

（２０１８）对２０１７年菲律宾Ｏｒｍｏｃ走滑型地震进行了

研究，并认为该地震的滑动亏损现象与当地的一个

地热发电厂有关．该滑动亏损对应区域存在着大量

的地热源，而这一高地热源梯度带很可能存在着地

壳岩石的塑性形变（非弹性形变）行为，从而阻止了

滑动亏损对应区域的同震破裂．此外，Ｆｅｎｇ等

（２０１７）对２０１６年新疆木吉地震进行研究，认为发震

断层附近区域发生的历史强震造成的浅层岩体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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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ａ）２０２１年漾濞地震投影到地表的同震滑动分布模型；（ｂ）沿走向和倾向投影的同震滑动分布模型；

（ｃ）沿图（ａ）中剖线ＡＢ的地形及断层结构

（ｂ）中，白色箭头表示断层上盘相对于断层下盘的运动方向．（ｃ）中，ＳＦ：发震断层；ＷＱＷＦ：维西—乔后—巍山断裂巍山盆地段．蓝

色虚线、点虚线和实线分别为倾角６３°、６９°和８０°的维西—乔后—巍山断裂巍山盆地段的地下结构．细红线为反演得到的发震断层

剖面，叠加在细红线上的粗红线代表主要的滑动区域．

Ｆｉｇ．４　（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ｓｌｉｐ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１Ｙａｎｇｂ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ｓｌｉｐｍｏｄｅｌａ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ａｎｄｄｉｐ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Ｂ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ａ）

Ｉｎ（ｂ），ｗｈｉｔｅａｒｒｏｗｓｄｅｐｉｃｔｔｈｅｍｏ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ａｌ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ｆｏｏｔｗａｌｌｗａｌｌ．Ｉｎ（ｃ），ＳＦ：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ｕｌｔ；

ＷＱＷＦ：Ｗｅｉｓｈａ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ｘｉＱｉａｏｈｏｕＷｅ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Ｂｌｕｅｄａｓｈｅｄ，ｄｏｔｄａｓｈｅｄａｎ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ａｕｌｔ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ａｄｉｐｏｆ６３°，６９°ａｎｄ８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ｉｎ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ｕｌｔ．

Ｔｈｉｃｋ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ｈｉｎｒ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ｌｉｐａｒｅａ．

裂开或损伤是导致该次地震浅层滑动亏损形成的原

因．对于２０２１年漾濞地震，我们未发现可引起浅层

地壳发生大量非弹性形变行为的地热发电厂、火山

源等，并且作为维西—乔后—巍山断裂中段区域发

生的最大地震，历史强震影响的可能较小．因此，此

次浅层滑动亏损很可能被震后余滑和震间浅部滑动

（一般发生于地壳速度强化区）来共同调节．

３．２　发震断层

识别中强地震的发震断层对理解区域活动断层

分布及地震灾害评估具有重大意义．ＩｎＳＡＲ观测和

大地测量反演结果表明此次漾濞地震破裂在一个西

南倾向的右旋走滑断层上．在震中附近，作为一个与

破裂断层平行且距离最近的断裂，维西—乔后—巍

山断裂的总体走向和滑动形式与反演得到的破裂断

层基本一致，可是反演结果却表明破裂断层与该断

裂的地表迹线仍然相隔约４ｋｍ（图１ｃ和４ｃ）．此外，

尽管余震序列的整体分布勾勒出了一个与维西—乔

后—巍山断裂平行的地表断层迹线，但是几乎所有

的余震均位于该断裂的西侧．最重要的是，反演得到

的滑动分布模型（图４ａ和４ｂ）显示：滑动主要集中

分布在破裂断层沿下倾方向２到１２ｋｍ处，且均位

于维西—乔后—巍山断裂地表迹线的西侧（图４ｃ）．

如果将此次地震的发生归结于维西—乔后—巍山断

裂，该断裂必须以极低的倾角（约２４°）在０至２ｋｍ

的深度范围内向西南倾，然后在深度２ｋｍ以下的

范围以极高的倾角（约８０°）向下延伸（图４ｃ），这样

一个弯曲的断层结构与实际的走滑断层特性明显不

符．因此，我们推断维西—乔后—巍山主断裂并不能

为这次漾濞地震的发生负直接责任．对于陆内活跃

的走滑断层，它们通常在垂向上表现为“花状”构造

而在横向上常以“雁状”断裂的形式分布（如 Ｙ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鉴于维西—乔后—巍山断裂倾角的

不确定性以及走滑型断层普遍具有高倾角的特性，

如果维西—乔后—巍山断裂的倾角在６３°至６９°之

间，该断裂地下结构在１２～２０ｋｍ深度（主要同震

滑动分布深度之下）范围内恰能穿过反演得到的破

裂断层（图４ｃ），因此，维西—乔后—巍山主断裂的

隐伏分支断层很可能为此次漾濞地震的发震断层；

而如果维西—乔后—巍山断裂倾角在７０°至９０°之

间，作为一个陆内地壳断层，维西—乔后—巍山主断

裂在２０ｋｍ的深度范围内并不能穿过反演得到的

破裂断裂（图４ｃ），意味着此次事件极可能破裂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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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ａ）和（ｄ）分别为升轨９９和降轨１３５的同震观测形变；（ｂ）和（ｅ）为对应的模拟数据；

（ｃ）和（ｆ）为残差；（ｇ）、（ｈ）和（ｉ）分别为沿剖线ＣＤ、ＥＦ和ＧＨ的同震形变

（ａ—ｆ）中，粗红线为地表迹线，虚红线为埋深在地下的破裂面框架．（ｇ—ｉ）中，黑色点虚线为观测数据，红色圆代表模拟数据．

Ｆｉｇ．５　（ａ）ａｎｄ（ｄ）ａｒｅ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ｔｒａｃｋ９９ａｎｄ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ｔｒａｃｋ１３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ａｎｄ（ｅ）ａｒ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ｅｄｄａｔａ．（ｃ）ａｎｄ（ｆ）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ｇ），（ｈ）ａｎｄ（ｉ）ａｒｅ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Ｄ，ＥＦａｎｄＧ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ａ—ｆ），ｔｈｉｃｋｒ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ｐｉｃｔｓ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ｒａｃｅｗｈｉｌｅｄａｓｈｅｄ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ｆａｕｌｔｐｌａｎｅ．

Ｉｎ（ｇ—ｉ），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ｄａｔａｗｈｉｌｅｒ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ｅｄｄａｔａ．

个独立未知的隐伏走滑断层上．

３．３　区域地震危险性评估

中强地震的同震滑动通常会引起周围断层应力

场的变化，从而导致未来地震事件的提前和延迟

（Ｓｙｍｉｔ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作为过去４５年维西—乔

后—巍山断裂附近发生的最大地震，且震中距居民

区较近，这次事件的同震滑动在评估周边区域潜在

地震灾害方面具有较大的意义．为了量化这次事件

对周边断层的影响，本文基于ＰＳＧＲＮ／ＰＳＣＭＰ软

件（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采用０．４的有效摩擦系数

（如Ｆｒｅｅｄ，２００５）来计算已知断层上的同震库仑应

力变化．为获得已知断层整个断层面的详细库仑应

力变化，首先根据已知的断层地表迹线构建了一个

沿走向变化的断层几何模型，并将断层迹线沿走向

划分为固定长度为２ｋｍ的小断层段；然后以固定

的倾角将断层面沿下倾方向扩展到２０ｋｍ，最终构

建的断层面由２ｋｍ长，２ｋｍ宽的子块体构成（如

Ｍｉｌｄ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我们以反演得到的漾濞地震

同震滑动分布模型（图４ａ）作为输入模型，并假设周

边已知的走滑断裂均为一个直立（９０°倾角）的断层

（其中，假设右旋走滑断层具有纯右旋（－１８０°滑动

角）走滑机制，左旋走滑断层具有纯左旋（０°滑动角）

走滑机制），而已知的逆冲断裂为一个具有中等倾角

（４５°）的纯逆冲（９０°滑动角）性质的断层．计算结果

（图６）显示维西—乔后—巍山断裂的巍山盆地段

（ＷＱＷＦ）南端、维西—乔后—巍山断裂的玉狮场—

乔后段（ＷＱＹＦ）南端、洱源—弥渡断裂中段（ＭＥＭＦ）

南端及洱源—弥渡断裂南段（ＳＥＭＦ）南端均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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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２１年漾濞地震引起的附近断层同震库仑应力变化

（ａ）为沿永平（ＹＰＦ）、洱源—弥渡断裂北段（ＮＥＭＦ）、洱源—弥渡断裂中段（ＭＥＭＦ）、鱼棚村断裂（ＹＰＣＦ）、九顶山—孝秀庄断裂

（ＪＸＦ）、曾家营—永福哨断裂（ＣＰＦ）和苴力—春元断裂（ＪＣＦ）的同震库仑应力变化；（ｂ）为沿维西—乔后—巍山断裂的玉狮场—乔后

段（ＷＱＹＦ）、维西—乔后—巍山断裂的巍山盆地段（ＷＱＷＦ）、维西—乔后—巍山断裂南段（ＷＱＳＦ）和洱源—弥渡断裂南段（ＳＥＭＦ）的

同震库仑应力变化．红色五角星为震中，粗红线为反演得到的断层地表迹线．

Ｆｉｇ．６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ｏｕｌｏｍｂｓｔｒｅｓ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ａｒｂｙ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２０２１Ｙａｎｇｂ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ｏｕｌｏｍｂｓｔｒｅｓ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ｏｎｇｐ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ＹＰ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ｒｙｕａｎＭｉｄｕｆａｕｌｔ

（ＮＥＭＦ），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ｒｙｕａｎＭｉｄｕｆａｕｌｔ（ＭＥＭＦ），Ｙｕｐｅｎｇｃｕｎｆａｕｌｔ（ＹＰＣＦ），Ｊｉｕ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ａｏｘｉｕｚｈｕ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ＪＸＦ），

ＣｅｎｇｊｉａｙｉｎｇＹｏｎｇｆｕｓｈａｏｆａｕｌｔ（ＣＰＦ）ａｎｄＪｕｌｉＣｈｕｎ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ＪＣＦ）．（ｂ）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ｏｕｌｏｍｂｓｔｒｅｓ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ＹｕｓｈｉｃｈａｎｇＱｉａｏｈｏｕ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ｘｉＱｉａｏｈｏｕＷｅ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ＷＱＹＦ），Ｗｅｉｓｈａ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ｘｉＱｉａｏｈｏｕＷｅ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

（ＷＱＷ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ｘｉＱｉａｏｈｏｕＷｅｉ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ＷＱＳＦ）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ｒｙｕａｎＭｉｄｕｆａｕｌｔ（ＳＥＭＦ）．

Ｒｅｄｓｔａｒｉｓ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ｗｈｉｌｅｔｈｉｃｋｒ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ｐｉｃｔｓ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ｆａｕｌ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ｒａｃｅ．

负的库仑应力变化，这些断层段积累的应力很可能

在这次漾濞地震中被释放．此外，维西—乔后—巍山

断裂的巍山盆地段（ＷＱＷＦ）北端、维西—乔后—巍

山断裂的玉狮场—乔后段（ＷＱＹＦ）最南端及洱

源—弥渡断裂中段（ＭＥＭＦ）北端均表现出大于

０．０１ＭＰａ（地震触发阈值（如ＺｉｖａｎｄＲｕｂｉｎ，２０００））

的正库仑应力变化（图６）．鉴于较大的库仑应力变

化，认为这些断层段具有较高的破裂风险．

４　结论

本文利用升、降轨ＩｎＳＡＲ数据研究了２０２１年

云南漾濞地震的破裂断层几何和精细的滑动分布．

反演结果显示：破裂断层以右旋走滑运动为主，同时

伴随少量的正断分量；滑动主要分布在深度２到１２

ｋｍ范围内，在约７ｋｍ深度处滑动达到最大，约为

０．６４ｍ；该同震滑动分布模型产生约１．４８×１０１８Ｎ·ｍ

的矩阵量，约为犕Ｗ６．１．破裂断层浅部０到２ｋｍ范

围内的滑动亏损很可能被震后余滑及震间浅部滑动

所弥补．通过对反演结果、余震序列和局部断层构造

特性的综合分析，认为此次地震可能破裂在维西—

乔后—巍山断裂的隐伏分支断层或一个独立的未知

的隐伏主断层上．由于较大的正库仑应力变化，需着

重注意维西—乔后—巍山断裂的巍山盆地段北端、

维西—乔后—巍山断裂的玉狮场—乔后段最南端及

洱源—弥渡断裂中段北端的潜在破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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