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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日云南省大理州漾濞县发生犕Ｓ６．４地震．地震序列表现为“前主余”型，余震频次较高．为

获得此次地震序列的活动特征和震源区潜在的发震构造，本文首先计算２０１０年以来震源区地震犫值随时间的变

化．其次对漾濞地震序列进行精定位，并反演地震震源机制解和构造应力场．结果表明：（１）震源区地震犫值自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逐渐降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８日起地震活动逐渐增强，犫值短暂回升．犕Ｓ６．４地震发生前又迅速下降．目前犫值

已恢复至均值水平，意味着区域发生强震的危险性逐渐降低．（２）结合精定位和震源机制解结果发现，漾濞地震序

列的发震断层以ＳＥ走向的高倾角右旋走滑兼正断型断层为主．兼有多条ＮＥ走向和ＮＮＥ走向的左旋走滑兼正断

型的高倾角次级断层．（３）震源区受控于ＮＮＷ向水平挤压，ＮＥＥ向水平拉张的构造应力作用．主震前构造应力控

制作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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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正式测定，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

日２１时４８分（北京时间）云南大理州漾濞县发生

犕Ｓ６．４地震．震中位于北纬２５．６７°，东经９９．８７°，震

源深度８ｋｍ．极震区烈度高达ＶＩＩＩ度（云南省地震

局，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ｄｚｊ．ｇｏｖ．ｃｎ／）．截至２２日１６

时，有３人死亡，２８人受伤（应急管理部，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ｍｅｍ．ｇｏｖ．ｃｎ／）．本次地震位于中国地震科学

实验场区，是实验场成立以来发生的最大震级地震，

地震发生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大理市周围，引起了国

内外专家和舆论的广泛关注．

震源区位于滇西南的保山次级块体北部，附近主

要断裂带有维西—乔后断裂、澜沧江断裂带南段、红

河断裂带北段、金沙江断裂带南段及丽江—小金河断

裂带等（图１）．前人研究表明，该次级块体受印度板块

向北偏东运移的影响做顺时针转动，并形成右旋剪切

变形带（徐锡伟等，２００３）．本次地震发生在维西—乔

后断裂南段的西侧．维西—乔后断裂北接金沙江断裂

带，南连红河断裂带，是连接南北两条活动断裂带的

枢纽，总体走向北北西，长约２８０ｋｍ，是红河断裂带

北延部分（任俊杰等，２００７；常祖峰等，２０１４，２０１６ｂ）．

该断裂在晚第四纪以来表现出明显的右旋走滑运动

特征．晚更新世晚期以来，该断裂平均右旋水平滑动

速率１．８～２．４ｍｍ·ａ
－１，垂直滑动速率０．３～０．３５

ｍｍ·ａ－１（常祖峰等，２０１６ａ）．此前该断裂研究程度较

低，历史最大地震是１９４８年马登盆地内上兰６１／４级地

震．２０１３年洱源犕Ｓ５．５、犕Ｓ５．０，２０１６年云龙犕Ｓ５．０

地震、２０１７年漾濞犕Ｓ５．１和犕Ｓ４．８地震预示着该

断裂可能进入新的活跃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

（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潘睿等，２０１９；李姣等，２０２０）．

本文结合犕Ｓ６．４漾濞地震序列的空间分布，首先

了解震源区及邻区（９９．５°Ｅ—１００．５°Ｅ，２５°Ｎ—２６°Ｎ）的

背景地震活动情况．１９７０年１月１日至犕Ｓ６．４（犕Ｌ６．６）

地震发生前，小震活动保持活跃，犕Ｌ≥４．０地震共

６７次，地震活动强度不高．本次漾濞犕Ｓ６．４地震打

破了区域６级地震平静（图２ａ）．云南省地震局和全

国地震（统一和正式）目录显示２０２１年５月１日—６

月３０日，漾濞地震序列共有５９３２次 犕Ｌ≥０地震

（统一使用地方震级 犕Ｌ），主震前共发生３９１次地

震，主震后共发生５５４１次地震．其中 犕Ｌ０．０～０．９

级３３８０次，犕Ｌ１．０～１．９级１９９６次，犕Ｌ２．０～２．９

级４４９次，犕Ｌ３．０～３．９级７８次，犕Ｌ４．０～４．９级２６

次，犕Ｌ５．０～５．９级３次．５月１日至５月１７日，地震

活动平静，仅有９次０级以上地震，但震级逐步升高

（图２ｂ）．５月１８日起地震活动频次和强度显著增

强，１８日和１９日各发生一次４．０级以上地震，２０日

无４级以上地震，２１日２０时５６分至６．４级地震前

发生５次４级以上地震．犕Ｓ６．４地震前２７分钟，距

其ＳＥ向约１０ｋｍ发生 犕Ｓ５．６（犕Ｌ５．９）最大前震．

犕Ｓ６．４地震后共有２２次４．０级以上地震，其中１８

次均 在 震 后 １ 天 内 发 生，余 震 最 大 震 级 为

犕Ｓ５．２（犕Ｌ５．６）（图２ｃ）．地震序列表现为典型的

“前主余”型（以下漾濞犕Ｓ６．４地震称为主震，５月

１８日至主震前的地震统称为前震，主震后的地震统

称为余震）．较明显的前震和较多的余震为研究本次

地震序列的发震构造提供了充足资料．

本次漾濞犕Ｓ６．４地震是继２０１４年云南景谷犕Ｓ６．６

地震后，滇西地区发生的最大一次地震．同时，震中

附近的维西—乔后断裂，作为红河断裂带北部延伸

段的重要部分，是块体运动变形的主要载体．而本次

地震并没有发生在已知的活动断裂上，目前发震构

造并不清楚．综上，深入研究本次地震序列的活动性

和发震构造特征，可为区域潜在的构造提供新的认

识，同时对后续震源区强震危险性的判定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首先利用最大似然法（Ａｋｉ，１９６５）计算２０１０

年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震源区地震犫值随时间的变

化，分析此次地震序列的活动特征．其次整合２０２１

年５月１８日至６月３０日全国统一和快报的观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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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震源区及邻区主要断裂带和历史犕Ｓ≥５地震空间分布图

红色实心圆为公元６２４年以来犕Ｓ≥５地震．蓝色五角星为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日漾濞犕Ｓ６．４地震．Ｆ１—怒江断裂带；Ｆ２—澜沧江断裂

带；Ｆ３—金沙江断裂带；Ｆ４—维西—乔后断裂；Ｆ５—小金河断裂带；Ｆ６—红河断裂带；Ｆ７—楚雄断裂．断裂数据来源于“中国活动构造图”

（邓起东，２００７）；地震目录来源于国家地震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ｎ／ｇｃｙｗｆｌ／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犕Ｓ≥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ａｒｅａ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ｃｉｒｃｌｅａｒｅｔｈｅ犕Ｓ≥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ｓｉｎｃｅ６２４ＡＤ．ＴｈｅｂｌｕｅｓｔａｒｉｓｔｈｅＹａｎｇｂｉ犕Ｓ６．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ｏｎＭａｙ２１，

２０２１．Ｆ１—Ｎｕ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Ｆ２—Ｌａｎｃ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Ｆ３—Ｊｉｎｓｈａ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Ｆ４—ＷｅｉｘｉＱｉａｏｈｏｕｆａｕｌｔ；Ｆ５—Ｘｉａｏｊｉｎｈｅ

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Ｆ６—Ｈｏｎｇ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Ｆ７—Ｃｈｕｘｉｏｎｇｆａｕｌｔ．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ｄａｔａｃｏｍｅ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ｐ”（Ｄｅｎｇ，２００７）．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ｄａｔａｉ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ｂ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ｎ／ｇｃｙｗｆｌ／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告以及云南台网提供的震相报告，采用加入波形互

相关的双差定位方法 ＨＹＰＯＤＤ （Ｗａｌｄｈａｕｓｅｒａｎｄ

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００）对地震序列进行精定位，揭示地

震的时空迁移和断裂的深部特征．然后利用Ｃｕｔａｎｄ

Ｐａｓｔｅ（ＣＡＰ）方法（Ｚｈａｏａｎｄ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９４；Ｚｈｕ

ａｎｄ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９６）反演犕Ｓ３．５以上地震震源机

制解．同时结合人工智能自动产出的震源机制解，利

用迭代联合反演方法ＩＪＩＭ （Ｖａｖｒｙ̌ｃｕｋ，２０１４）反演

区域应力场，揭示该序列的发震构造特征和孕震环境．

１　数据和方法

本文使用云南省地震局提供的观测数据，根据本

次地震序列的空间分布设定研究区范围为９９．７°Ｅ—

１００．２°Ｅ，２５．４°Ｎ—２５．８°Ｎ．主震周围１５０ｋｍ范围内

共２０个宽频带台站，３个短周期台站（图３）．台站密

度和方位角覆盖良好．本文利用最大曲率法（Ｗｉｅｍｅｒ

ａｎｄＷｙｓｓ，２０００）确定最小完备性震级（犕ｃ），然后利

用最大似然法（Ａｋｉ，１９６５）计算区域地震犫值随时间

的变化．精定位和震源机制解反演中用到的速度模

型，是在 Ｘｉｎ等（２０１９）利用区域双差层析成像法

（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Ｔｈｕｒｂｅｒ，２００６）建立的中国大陆地壳

和上地幔１５０ｋｍ内的速度模型（ＵＳＴＣｌｉｔｈｏ１．０）基

础上，根据研究区的中心点（９９．９５°Ｅ，２５．６°Ｎ）提取

３０ｋｍ内的１Ｄ速度模型（图４ｂ）．采用 ＨＹＰＯＤＤ

方法精定位时，首先要求每个地震对满足至少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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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地震震级时间（犕犜）关系图

（ａ）１９７０年１月１日以来震源区及邻区４级以上地震犕犜 图；（ｂ）２０２１年５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漾濞犕Ｓ６．４地震序列犕犜 图，

黑色虚线代表主震发震时刻，黑色矩形框为５月１８日至主震后一天的时间范围；（ｃ）黑色矩形框内地震犕犜 图．黑色字母除犕Ｓ６．４

和犕Ｓ５．２地震均为前震．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Ｔｉｍｅ（犕犜）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ａ）Ｔｈｅ犕犜 ｍａｐｏｆ犕≥４．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ａｒｅａ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ｓｉｎｃｅ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１９７０；（ｂ）Ｔｈｅ犕犜 ｍａｐｏｆｔｈｅ

犕Ｓ６．４Ｙａｎｇｂ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Ｍａｙ１，２０２１ｔｏＪｕｎｅ３０，２０２１．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ｂｏｘ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ｔｉｍｅｒ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Ｍａｙ１８ｔｏｏｎｅ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ｃ）Ｔｈｅ犕犜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ｂｏｘ．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ｅｔｔｅ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ｆｏｒｅｓｈｏｃｋｓ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犕Ｓ６．４ａｎｄ犕Ｓ５．２．

以上台站同时记录到Ｐ和Ｓ震相，震中距不超过

１５０ｋｍ．然后计算每个地震对的波形互相关值（ｃｃ），

Ｐ波窗长设为到时前０．５ｓ后１ｓ，Ｓ波窗长为到时

前１ｓ后２ｓ，挑选至少有三个台站ｃｃ≥０．６的地震

对．最后同时使用走时差和互相关数据进行精定位

（Ｗａｌｄｈａｕｓｅｒａｎｄ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００）．ＨＹＰＯＤＤ程

序提供带阻尼因子的最小二乘法（ＬＳＱＲ）和奇异值

分解（ＳＶＤ）两种定位方法．后者适用于小数据集（约

１００个事件）的计算，因此本文选用ＬＳＱＲ方法．波速比

设置为１．７１．利用ＣＡＰ方法反演犕Ｓ≥３．５地震震

源机制解时，选取震中距在３００ｋｍ以内的台站记

录，将波形采样间隔降至０．０８ｓ，并对原始波形做去

均值和去仪器响应的数据处理．同时使用犉犓 方法

（Ｚｈｕ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ａ，２００２）计算格林函数，震中距间隔设

置为１ｋｍ．反演时，Ｐｎｌ波和Ｓ波（或面波）截取窗长

分别设置为３５ｓ和７５ｓ，对Ｐｎｌ波部分进行０．０５～

０．２Ｈｚ的带通滤波，Ｓ波（或面波）部分进行０．０５～

０．１Ｈｚ的带通滤波．震源深度搜索间隔均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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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震源区台站分布图

左上角图中红色实心圆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震源区及邻区的背景地震．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ａｒｅａ

Ｔｈｅ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ｃｉｒｃｌｅ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ｌｅｆｔｃｏｒｎｅｒ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ａｒｅａ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

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２０１０ｔｏＡｐｒｉｌ３０，２０２１．

图４　（ａ）Ｐ波、Ｓ波走时震中距图，（ｂ）初始一维速度模型

Ｆｉｇ．４　（ａ）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ｓ．（ｂ）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１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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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ｋｍ．同时补充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人工智能地

震监测系统———ＥａｒｔｈＸ实时产出的震源机制解．反

演区域应力场时，利 用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ＶＥＲＳＥ 程 序

（Ｖａｖｒｙ̌ｃｕｋ，２０１４），将迭代次数设置为６次，摩擦系数

范围设置为０．４～１．０，搜索间隔设置为０．０５．

２　漾濞地震序列犫值

地震序列 犕犜 图显示，５月１８日起地震活动

逐渐增强，分别在１９日上午８时至下午２０时，２１

日２０时５５分犕Ｌ３．０地震发生前３小时出现短暂

的地震活动平静（图２）．前人的研究表明，一些前震

随时间有一个明显的“持续增强短暂平静”过程，即

前震频次在临近大震前会加速增长，在大震前数小

时则出现暂时平静（陈等，２０１５），１９７５年海城７．３

级地震的前震序列是最典型的例子（吴开统等，

１９７６）．犫值是衡量某地区地震活动水平的标志，

Ｓｕｙｅｈｉｒｏ（１９６６）最先发现了主震前后的犫值变化．

近年来，大量实际震例表明，一些强震发生前震源区

犫值出现显著的下降趋势（王辉等，２０１２）；前震犫值

明显偏小（Ｈｅｌｍｓｔｅｔ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３；薛艳等，２０１２；

Ｔｏｒ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ＮａｎｊｏａｎｄＹｏｓｈｉｄａ，２０１７；

ＧｕｌｉａａｎｄＷｉｅｍｅｒ，２０１９）．岩石破裂实验结果也证

明，“前震”犫值明显低于“余震”犫值（Ｍｏｇｉ，１９７９）．

为分析此次地震序列的活动特征和区域应力积

累状态，本文计算震源区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１

年６月３０日犫值随时间的变化．准确计算犫值需要

完备的地震目录．本文计算犕ｃ时，窗长设置为２００

个事件，步长为２０个事件，且满足 犕ｃ 的地震个数

达到１００时计算一次犫值．结果显示（图５ａ），２０１０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犫值变化范围在

０．３３～１．１５之间，平均值为０．７８．２０１２年３月至

２０１６年３月犫值相对较低，随后逐渐升高，２０１７年３

月２７日犕Ｌ４．８地震前犫值逐渐降低，至２０２０年１２

月犫值基本保持在平均值以上．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５日

开始犫值逐渐降低至均值以下，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８

日和１９日分别发生两次４．０级以上地震．５月２０

日犫值迅速上升，２１日３时开始犫值迅速下降，并相

继发生了犕Ｓ５．６地震和 犕Ｓ６．４地震．犕Ｓ６．４地震

前犫值存在长期的低值现象，符合一些大地震前的

变化规律，反映主震前区域应力积累逐渐增强．２１

日犕Ｓ５．２地震发生前犫值降至最低点，随后迅速升

高，接着又经历“升高降低”的过程，自６月９日后犫

值基本保持在均值以上．目前犫值约为０．８５，略高于

均值水平（图５ｂ）．表明主震发生半个月后，区域应力

经过调整已逐渐稳定，发生强震的危险性逐渐降低．

３　漾濞地震序列精定位结果

地震的精确定位和震源机制解可以揭示地震的

发震构造和力学过程（郑勇等，２００９；房立华等，

２０１８；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双差定位方法是一种相

对定位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速度模型对定

位结果的影响，提高定位精度（杨智娴等，２００３）．本

文整合漾濞地震序列５月１８日—６月３０日全国地

震编目系统和云南省地震局提供的震相报告．根据

上述要求从４５５３次地震的震相中挑选出２５８６０９个

Ｐ波震相对和２２０１１８个Ｓ波震相对．满足互相关条

件的有２６５１４个Ｐ波震相对和２５０６７个Ｓ波震相

对．最终经过１６次迭代共获得３５８７个事件的精定

位结果．但共轭梯度法给出的误差可能比实际误差

小（Ｗａｌｄｈａｕｓｅｒａｎｄ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００）．本文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采样方法（ＥｆｒｏｎａｎｄＧｏｎｇ，１９８３；Ｅｆｒｏｎ

ａｎｄＴｉｂｓｈｉｒａｎｉ，１９９１）衡量反演得到的定位误差．首

先对已配对的走时差和互相关数据随机重采样１００

次，然后对重采样后的数据进行重定位，最终将得到

的地震位置的标准差作为重定位误差（图６）．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得到的ＥＷ和ＮＳ方向的平均误差

分别为０．２３ｋｍ和０．２８ｋｍ，深度误差０．４７ｋｍ，平

均走时残差由０．４ｓ收敛至０．１５ｓ，平均震源深度

为７．２２ｋｍ．与重定位前的结果相比（图７ａ、ｂ，图

８ａ、ｂ），重定位后地震空间分布更加集中，条带状特

征更明显．为全面了解主震前后地震的时空迁移特

征，下面分别讨论主震前后的精定位结果．

３．１　前震序列的时空分布特征

前震沿ＳＥ向呈条带状分布，长约１６ｋｍ，本文

称为前震条带．主震前３天地震集中在前震条带的

中段，震前２天开始逐渐向ＮＷ 段迁移，震前２７分

钟在中段发生犕Ｓ５．６地震．震前１分钟内，地震主

要分布在前震条带的中段和ＳＥ段，最终主震发生

在前震条带的 ＮＷ 端（图７ｂ、ｃ）．以上表明漾濞

犕Ｓ６．４地震的前震序列表现为沿ＳＥ向往返迁移的

特征．本文分别绘制 ＡＡ′、ＣＣ′剖面两侧２ｋｍ 和

ＢＢ′剖面两侧１ｋｍ范围内地震的深度分布图，发现

震前２～３天内较大前震的深度也较深（图７ｃ）．前

震条带在 ＮＷ 段近于直立（图７ｄ），在中段倾向

ＳＷ，倾角约为８０°（图７ｅ）．同时，ＮＷ 段地震在深度

上分布更为集中，中段的地震在１０～１２ｋｍ深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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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ａ）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震源区地震犫值随时间变化图像，（ｂ）２０２１年５月１日至

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震源区地震犫值随时间变化图像（黑色虚线代表平均犫值，灰色条棒代表地震频次）

Ｆｉｇ．５　（ａ）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犫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ａｒｅａ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２０１０ｔｏＪｕｎｅ３０，２０２１．

（ｂ）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犫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ａｒｅａｆｒｏｍＭａｙ１，２０２１ｔｏＪｕｎｅ３０，２０２１（Ｔｈｅｂｌａｃｋ

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ｖｅｒａｇｅ犫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ａｙｂａ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图６　使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采样法得到的ＥＷ向（ａ）、ＳＮ向（ｂ）和犣垂向（ｃ）误差标准差分布直方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ＥＷ （ａ），ＳＮ（ｂ）ａｎｄ犣（ｃ）ｂｙｔｈｅ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ｍｅｔｈｏｄ

间存在空段，多数３级以上地震集中在犕Ｓ５．６地震

周围，深度相对较深（图７ｅ）．这可能意味着主震前，

前震条带的中段深部应力积累程度更强．

３．２　余震序列的时空分布特征

与前震相比，重定位后的余震表现出更复杂的

条带状分布，除沿前震形成的ＳＥ向条带进一步扩

展外，在中南段形成多条与其相交的小尺度 ＮＥ向

条带（图８）．余震深度集中在５～１０ｋｍ的中上地壳

（附图Ａ１）．为探究发震断层的深部特征，分别沿剖

面ＤＤ′（两侧２ｋｍ），ＥＥ′（两侧３ｋｍ），ＦＦ′（两侧

２ｋｍ），ＧＧ′、ＨＨ′和ＩＩ′（两侧１ｋｍ）绘制地震的深

度分布图（图８ｂ）．ＤＤ′剖面显示（图８ｃ），沿ＳＥ走向

的断层上，在犕Ｓ５．６地震震源上方余震较少．ＥＥ′剖

面显示（图８ｄ），ＳＥ走向断层的ＮＷ 段近于直立．其

共轭方向还有一丛地震活动，该丛地震与ＳＥ走向

余震主体活动条带存在约６ｋｍ的地震空段，水平

向优势分布方向不明显，震源深度集中于６～１０

ｋｍ，８ｋｍ以内地震近于直立分布，下方地震向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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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精定位前后前震的空间分布和各剖面地震深度分布图

（ａ）　精定位前前震的空间分布，橙色五角星表示２１日２１时２１分犕Ｓ５．６地震，红色五角星表示２１日２１时４８分犕Ｓ６．４地震，圆圈

大小表示地震大小．（ｂ）精定位后前震的空间分布．０点对应主震的发震时间，圆圈的颜色表示相对于主震的发震时刻．红色直线

表示震源区断裂，黑色虚线表示剖面位置．（ｃ）、（ｄ）、（ｅ）中黑色震源球为前震震源机制解．红色震源球分别为主震和犕Ｓ５．６地震震源

机制解．黑色虚线代表断层倾向，紫色虚线代表地震空段，其他符号与（ｂ）相同．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ｎｄ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ｆｏｒｅｓｈｏｃ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ｆｏｒｅｓｈｏｃｋｓ．Ｔｈｅｏｒａｎｇｅｓｔａ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犕Ｓ５．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ｔ２１∶２１ｏｎｔｈｅ２１ｓｔ．Ｔｈｅ

ｒｅｄｓｔａ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犕Ｓ６．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ｔ２１∶４８ｏｎｔｈｅ２１ｓｔ．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ｚｅ．（ｂ）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ｆｏｒｅｓｈｏｃｋｓ．Ｚｅｒｏ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ｔｏ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ｏｆｃｉｒｃ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ｉｍ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ｃ），（ｄ），（ｅ）Ｂｌａｃｋｆｏｃａｌｓｐｈｅｒ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ｆｏｒｅｓｈｏｃ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ｗｏｒｅｄｆｏｃａｌｓｐｈｅｒ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

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ａｎｄｔｈｅ犕Ｓ５．６ｆｏｒｅｓｈｏｃｋ．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ｄｉｐｏｆ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ｓｅｉｓｍｉｃｇａｐ，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ｒｅｓａｍｅｉｎ（ｂ）．

倾斜．该丛地震的发震时刻多数在主震发生４天后，

推测主震的发生触发了该丛地震活动．ＦＦ′、ＧＧ′、

ＨＨ′和ＩＩ′剖面显示（图８ｂ）自ＳＥ走向断层的中段

开始存在４条ＮＮＥ向和ＮＥ向的次级断层．其中主

震前ＦＦ′剖面发生了犕Ｓ５．６最大前震，与前震的深

度分布相似（图７ｅ；图８ｅ），该段的余震主要集中于８

ｋｍ以内的上地壳．表明 犕Ｓ５．６前震发生后该段深

部的能量释放较为充分．ＧＧ′和 ＨＨ′剖面显示，另

外２条次级断层近于平行，走向为ＮＮＥ向，地震在

深度上近于垂直分布（图８ｆ、ｇ）．ＩＩ′剖面显示，ＳＥ走

向断层的ＳＥ段存在一条与ＧＧ′和ＨＨ′近于平行的

次级断层，深度上由西向东形成３条近于直立的地

震条带．其中东侧的地震条带表明ＳＥ走向断层的

ＳＥ段倾角近于直立（图８ｈ）．

综上，此次漾濞犕Ｓ６．４地震的前震在不同时间

段成丛分布，并沿ＳＥ向断层往返迁移．重定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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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精定位前后余震空间分布及各剖面地震深度分布图

（ａ）精定位前余震的空间分布；三个红色五角星分别代表２１日２１时４８分犕Ｓ６．４地震、２１时５５分犕Ｓ５．０地震和２２时３１分犕Ｓ５．２

地震，橙色五角星为２１日２１时２１分犕Ｓ５．６地震；（ｂ）精定位后余震的空间分布，其他符号与图７ｂ中相同；（ｃ）—（ｈ）红色虚线代表

断层倾向，紫色虚线为余震稀疏段．红色震源球为余震震源机制解，橙色震源球为犕Ｓ５．６地震震源机制解．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ｎｄ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Ｔｈｒｅｅｒｅｄｓｔａ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犕Ｓ６．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ｔ２１∶４８，犕Ｓ５．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ｔ

２１∶５５ａｎｄ犕Ｓ５．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ｔ２２∶３１ｏｎｔｈｅ２１ｓｔ．Ｔｈｅｏｒａｎｇｅｓｔａ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犕Ｓ５．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ｔ２１∶２１ｏｎｔｈｅ２１ｓｔ．（ｂ）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ｒｅｓａｍｅｉｎＦｉｇ．７ｂ．（ｃ）—（ｈ）Ｔｈｅｄｏｔｔｅｄｒ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ｄｉｐｏｆ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ｇａｐ．Ｒｅｄｆｏｃａｌｓｐｈｅｒ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ｔｈｅｏｒａｎｇｅ

ｆｏｃａｌ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犕Ｓ５．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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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震分布显示，震源区潜在的构造以ＳＥ走向的高

倾角断层为主．同时该断层被４条ＮＮＥ向和ＮＥ向

的次级断层切割．

４　漾濞地震序列震源机制解

５月１８日至６月３０日漾濞地区共发生２７次

犕Ｓ≥３．５地震．受主震影响，个别事件波形被覆盖，

信噪比低震相难以识别，可用于反演的台站数较少，

最终我们利用ＣＡＰ方法共获得２０次地震震源机制

解（见附表１）．其中包括１次正断型地震，１９次走滑

型地震．多数地震兼有正断分量，少数地震带有逆冲

分量．主震震源机制解结果：节面Ｉ的走向４４°、倾角

８０°、滑动角－１３°，节面ＩＩ的走向１３６°、倾角７７°、滑

动角－１７０°，震源深度６ｋｍ．图９给出主震的波形

拟合和深度拟合图．可以看出８０％以上的波形拟合

相关系数达０．７以上，说明理论和实际波形拟合程

度较高，结果较为可靠．

此外，本文增加了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基于人

工智能系统在震后２分钟内波形拟合实时产出的震

源机制解．产出的４９个 犕Ｌ≥３．５地震震源机制解

中，有１３个事件与ＣＡＰ方法选取的事件相同．比较

发现两种方法得到的震源机制解较为一致（附图

Ａ２）．其中节面的走向和倾向略有差别，矩心深度差

图９　ＣＡＰ方法反演得到犕Ｓ６．４主震的波形拟合和深度拟合图

（ａ）红色波浪线代表理论波形，黑色波浪线代表真实波形．波形下方数字分别表示理论和实际波形的相对移动时间和二者拟合的

相关系数．左侧大写字母为台站名，台站名下方数字为震中距（ｋｍ）和理论与实际Ｐ波到时差（ｓ）；（ｂ）犎 代表矩心深度．

Ｆｉｇ．９　Ｔｈｅ犕Ｓ６．４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ｆ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ｆｉｔｔ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ｂｙｔｈｅＣＡＰｍｅｔｈｏｄ

（ａ）Ｔｈｅｒｅｄｗａｖｙ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ｗａｖｙ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

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ｈｉｆｔｅｄ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ｌｅｆ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ｉ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ａｒｅ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ｋｍ）

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Ｐｗａｖｅａｒｒｉｖａｌｔｉ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Ｔｈｅ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ｄｅｐ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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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４．５ｋｍ以内，矩震级差在０．２以内，因

此我们认为两种方法得到的震源机制解结果较为

一致．

本文补充了其余３６个事件的震源机制解．参照

Ｚｏｂａｃｋ（１９９２）的断层分类原则，５６个地震震源机制

解中，包括３６次纯走滑型地震，７次正断型地震，３

次逆冲型地震，６次走滑兼正断或逆冲型地震，４次

不确定型地震．震源机制解空间分布图显示（图

１０），地震的矩心深度集中在５～１１ｋｍ，与精定位后

的地震深度相吻合．节面走向大致分为ＳＥ向和ＮＥ

向，倾角集中在５５°～９０°之间，与重定位后显示的区

域主要发震断层的构造形态相吻合．本文认为漾濞

犕Ｓ６．４地震序列主要受走滑兼正断构造运动的控

制．主震前除２１日２０时５６分犕Ｓ４．２地震（３号地

震）为正断型，其余前震均为走滑型（图７ｃ），震源机

制解一致性较好，反映震前该地区的构造应力场控

制作用有所增强．主震发生后，沿ＳＥ走向断层出现

少量正断型和逆冲型地震，余震震源机制解的多样

性反映了该区域复杂的深部结构和应力环境．

图１０　ＣＡＰ方法与ＥａｒｔｈＸ得到的震源机制解空间分

布图（震源球上方或两侧数字与附录中的地震序号一致）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ｂｙＣＡＰ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Ｘ（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ｂｏｖｅ

ｏｒｏｎ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ｏｆｆｏｃａｌｓｐｈｅｒｅｓａｒ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５　漾濞地震序列发震构造分析

综合地震精定位和震源机制解反演结果，走向

为ＳＥ向、长度约３５ｋｍ的断层ＤＤ′应为震源区的

主要发震断层．图１０中ＮＷ段的地震多为走滑型，如

第６（犕Ｓ６．４）、８（犕Ｓ５．０）、１６（犕Ｓ４．０）和１８（犕Ｓ４．０）

号等地震的震源机制解一致性较好．其中ＳＥ走向

高倾角的节面与图７ｄ中ＢＢ′剖面和图８ｄ中ＥＥ′剖

面的地震空间分布特征一致．因此我们认为漾濞

犕Ｓ６．４地震是一次高倾角右旋走滑型地震，发震断

层为走向ＳＥ向的高倾角右旋走滑型断层，兼有部

分正断分量．与 Ｙａｎｇ等（２０２１）认为维西—乔后断

裂可能是主震发震断层的结论有所差异．

图７ｅ中ＣＣ′剖面和图８ｅ、ｆ中的ＦＦ′、ＧＧ′剖面显

示，ＳＥ向断层ＤＤ′的中段震源机制解如第１（犕Ｓ４．２）、

４（犕Ｓ５．６）、９（犕Ｓ４．９）、１３（犕Ｓ３．５）、１４（犕Ｓ３．８）、１７

（犕Ｓ３．５）号地震等，与ＮＷ 段地震较为一致．早期发

生的前震和犕Ｓ５．６最大前震均发生在该段，震源机

制解显示ＳＥ走向高倾角的节面与前震的重定位结

果一致（图７ｅ），推测该段前震的发震断层为ＳＥ向

高倾角右旋走滑兼正断型断层．余震重定位显示主

震后该段出现２条明显的ＮＥ向和ＮＮＥ向的地震

条带ＦＦ′和ＧＧ′（图８ｂ），表明ＳＥ走向主断层的破

裂触发了ＮＥ走向断层的活动．部分余震的发震断

层应为ＮＥ走向的次级断层．

ＳＥ走向的断层ＤＤ′的ＳＥ段震源机制解多为

走滑型，且ＳＥ向节面的倾角较高，符合ＳＥ向断层

的构造形态，该段多数地震的发震断层应为ＳＥ走

向的断层（图８ｈ）．而１２号地震（犕Ｓ５．２）ＳＥ走向的

节面倾角较缓（图８ｈ），推测该地震的发震断层应为

ＮＮＥ向的高倾角次级断层．

综上我们认为，漾濞犕Ｓ６．４地震序列的发震断

层以ＳＥ走向的高倾角右旋走滑兼正断型的断层

ＤＤ′为主，兼有４条ＮＥ向和ＮＮＥ向的高倾角左旋

走滑型次级断层．ＳＥ向主断层的破裂触发了ＮＥ向

次级断层的地震活动．

本文利用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ＶＥＲＳＥ程序反演得到该

区域应力场的空间分布．最大主压应力轴σ１ 方位角

为３４９°，倾角９°．最小主压应力轴σ３ 方位角为８０°，

倾角５°．揭示震源区整体受 ＮＮＷ 向水平挤压，

ＮＥＥ向水平拉张的应力作用，与Ｔｉａｎ等（２０１９）获

得的云南地区构造应力场方向较为一致．同时最大

主压应力方向与Ｓｈｉ等（２０１２）和陈安国（２０１８）在该

区域获得的快波偏振方向较为一致．最终我们结合

精定位和震源机制解结果，大致勾勒出区域潜在的

构造和应力场方向（图１１）．

６　结论

本文首先计算漾濞 犕Ｓ６．４地震震源区犫值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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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震源区潜在的发震构造和构造应力方向示意图

红色沙滩球代表断层上犕Ｓ≥５．０地震的震源机制解．

Ｆｉｇ．１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ａｒｅａ

Ｔｈｅｒｅｄｂｅａｃｈｂａｌｌ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犕Ｓ≥５．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ｎｔｈｅｆａｕｌｔ．

时间的变化．其次整合全国正式、快报和云南台网的

震相报告对该地震序列进行精定位，获得３５８７次地

震的精定位结果；同时结合ＣＡＰ方法和人工智能自

动产出的震源机制解分析此次地震序列的发震构

造，最后根据震源机制解资料反演区域构造应力场，

揭示震源区潜在的构造特征和应力环境．主要获得

以下几点认识：

（１）此次地震序列为典型的“前主余”型．主震

前３天开始出现明显的前震活动，并出现“密集平

静”的活动特征，余震频次较高．自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以

来震源区内地震犫值逐渐下降，反映了主震前区域

长期的应力积累程度较高．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８日起地

震活动显著增强，５月２０日犫值有所回升，２１日主

震前１８小时犫值又迅速下降．震后半个月逐渐恢复

至均值水平（０．７８），目前地震序列犫值为０．８５，表

明该地区发生强震的危险性逐渐降低．

（２）精定位结果显示，此次地震序列主要沿ＳＥ

走向呈条带状分布，震源深度集中在５～１０ｋｍ范

围内．前震序列在不同时段成丛分布，沿ＳＥ向往返

迁移．余震序列表现出更复杂的条带状分布特征．此

次地震序列没有发生在区域已知的断层上．震源区

内存在一条ＳＥ向的主断层和四条与其相交的 ＮＥ

向、ＮＮＥ向的次级断层，断层倾角整体较高．

（３）截至６月３０日，ＣＡＰ方法和ＥａｒｔｈＸ人工

智能系统共获得５６次 犕Ｌ３．５以上地震震源机制

解．震源机制解以走滑型为主，兼有部分正断型地震

和少量逆冲型地震，节面走向以ＳＥ向和 ＮＥ向为

主，倾角较高．结合精定位结果，本文认为漾濞犕Ｓ６．４

地震的发震断层为ＳＥ走向的高倾角右旋走滑兼正

断型断层，该条断层为震源区的主要构造．部分地震

的发震断层为ＮＥ向或ＮＮＥ向的高倾角左旋走滑

兼正断的次级断层．ＳＥ向主断层的破裂触发了ＮＥ

向或ＮＮＥ向断层的活动．少量逆冲型地震反映了

震源区深部复杂的应力环境．

（４）震源区受ＮＮＷ 向水平挤压和ＮＥＥ向水平

拉张的构造应力作用．主震前低犫值和前震震源机

制解显著的一致性均表明，主震发生前区域构造应

力的控制作用有所增强．

致谢　云南省地震局为本次研究提供波形和震相报

告数据．本项目中的部分机制解来自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和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联合开发的“智

能地动”（ＥａｒｔｈＸ）系统．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

贵意见．

附录

附表１　犆犃犘方法反演犕≥３．５地震震源机制结果

犃狆狆犲狀犱犻狓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犳狅犮犪犾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狊狅犾狌狋犻狅狀狊狅犳犕≥３．５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狊犫狔狋犺犲犆犃犘犿犲狋犺狅犱

序号
发震时刻

年月日 时分秒

经度

／（°）

纬度

／（°）

节面Ⅰ 节面Ⅱ

走向／（°） 倾角／（°） 滑动角／（°） 走向／（°） 倾角／（°） 滑动角／（°）

深度

／ｋｍ

震级

犕Ｗ

１ ２０２１０５１８ ２１∶３９∶３６ ９９．９３ ２５．６５ ４０ ７８ ８ ３０８ ８２ １６８ ７．５ ４．３４

２ ２０２１０５１９ ２０∶０５∶５７ ９９．９２ ２５．６６ ２２３ ６０ １９ １２３ ７４ １４９ ７ ４．６０

３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２０∶５６∶０３ ９９．９３ ２５．６３ ４ ５７ －５１ １２８ ４９ －１３４ ６．５ ４．３０

４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２１∶２１∶２５ ９９．９２ ２５．６３ ４０ ７４ －１２ １３３ ７９ －１６４ ６．８ ５．２６

５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２１∶２１∶５７ ９９．９６ ２５．６３ ２０８ ６７ －３３ ３１２ ６０ －１５３ ５．４ ４．６１

６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２１∶４８∶３５ ９９．８７ ２５．６７ ４４ ８０ －１３ １３６ ７７ －１７０ ６ ６．１６

７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２１∶５３∶４８ ９９．９８ ２５．６２ ２３９ ７８ ７ １４８ ８３ 　１６８ ４．７ 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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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１

序号
发震时刻

年月日 时分秒

经度

／（°）

纬度

／（°）

节面Ⅰ 节面Ⅱ

走向／（°） 倾角／（°） 滑动角／（°） 走向／（°） 倾角／（°） 滑动角／（°）

深度

／ｋｍ

震级

犕Ｗ

８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２１∶５５∶２９ ９９．８９ ２５．６７ ２４１ ７２ ３ １５０ ８７ 　１６２ ５ ４．７８

９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２１∶５６∶３８ ９９．９５ ２５．６４ ２４０ ６４ －１２ ３３５ ７９ －１５４ ６．５ ４．８２

１０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２２∶０３∶３７ ９９．９３ ２５．５７ ２２１ ６５ ３０ １１７ ６３ 　１５２ １０ ３．３８

１１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２２∶１５∶１６ ９９．９６ ２５．５９ ２３０ ７２ ６ １３８ ８４ 　１６２ ７．４ ４．５５

１２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２２∶３１∶１１ ９９．９７ ２５．５９ ３９ ７４ －４０ １４２ ５２ －１６０ ９．２ ５．０５

１３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２２∶５９∶３７ ９９．９４ ２５．６３ ２０３ ７３ １１ １１０ ８０ 　１６３ ８ ４．０５

１４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２３∶１３∶５４ ９９．９４ ２５．６４ ２１１ ７３ －１６ ３０６ ７５ －１６２ ５．３ ３．９８

１５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２３∶２３∶３５ ９９．９８ ２５．６０ ２１８ ８２ ９ １２７ ８１ 　１７２ ６．３ ４．５１

１６ ２０２１０５２２ ００∶５１∶４１ ９９．８７ ２５．７０ ３２ ８１ －１２ １２４ ７８ －１７１ ６．２ 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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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Ａ２　同一地震两种震源机制解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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