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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实验室工作报告　　

一、研究水平与贡献

２０２０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承担省部级以上各类研究课题 １０８项，

包含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

究等国家级研究课题共８８项，其中国家科技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２３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６３项。２０２０年牵头申请的 １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已进入实施阶

段，获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资助 １０项。

２０２０年，实验室固定人员、流动人员和研究生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共 ２５０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含 ＳＣＩ和 ＥＩ同时收录）论文 １６３篇，ＥＩ收录 （不含 ＳＣＩ

和 ＥＩ同时收录）论文 ３９篇。在国际会议发表会议论文 ３３篇，在国内会议发表会议

论文 ８３篇。依据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最新 ＪＣＲ论文分区 （升级版），实验室

在综合类和地学领域 １区期刊发表论文 ３０篇，Ｔｏｐ期刊发表论文 ５１篇，２区期刊发

表论文 ６３篇，分别占实验室发表论文总数的 １２％、２０４％和 ２５２％。受新冠疫情影

响，国内外学术会议大多被取消或推迟，对学术交流影响较大。本年度实验室人员以

第一作者在国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１０余篇，在国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６０余篇，与其他研究机构人员合作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共同展示论文 ３０余篇。实验室

主任张培震院士在 “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六次学术大会”做大会报告，张会平研究员

和单新建研究员分别在 “第三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和 “中国

地球物理学会大地测量与遥感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２０２０年学术年会”做大会特邀

报告。１０位科研人员在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第三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

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和 “ＣｈｉｎａＲｏｃｋ２０２０第十七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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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学术会议上做专题特邀报告。

２０２０年，实验室获发明专利 １项，实用新型专利 １项，出版 １
!

５万活动断层图 ３

幅，作为主要人员参与制定地震行业标准 ４项。

甘卫军研究员等人参与的研究成果 “ＣＯＲＳ网多源数据与地学模型协同的地壳

稳定性监测方法及应用”获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卫星导航定位科技进步奖”特

等奖。鲁人齐研究员等人的成果 “四川长宁中等诱发型地震的地质构造特征与发震

断层初步解译”获 “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二届学术年会科技成果展示优秀奖”。

由实验室研究人员负责的 “新疆帕米尔陆内俯冲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入选科

技部国家野外站择优建设名单。

二、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在实验室工作的固定人员为１０６人，全职特聘人员２名 （闻学泽、

杨晓松），其中研究人员８８人 （含特聘研究员２人），技术人员１９人，专职管理人员１

人。实验室人员在职称结构上以高级研究人员为主，其中正高级人员 ３６人 （含特聘研

究员２人），副高级人员 ４８人；在学历结构上以高学历者为主，其中博士学位 ９３人，

硕士学位１０人；在年龄结构上以中青年人员为主，其中 ４５岁以下人员 ７３人。研究队

伍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１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１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

者１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３人，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人选１人。

２０２０年，实验室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效。３名青年科技人员晋升正高级岗位

（谭锡斌、宋小刚、魏占玉），６名青年科技人员晋升副高级岗位 （俞晶星、葛玉魁、

王忠梅、袁兆德、张金玉、齐文博）。依托国家人才计划，从海外引进了１名优秀青年

科技人员 （陈建业），与 ２名国际知名专家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ＳｐｉｅｒｓＣ．、德国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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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汪荣江）签订短期工作合同，通过公开招聘方式新增了 ４名青年科研人员

（王忠梅、康欢、孙翔宇、李博文）。实验室仍把选送青年人员到国外知名高校和科研

机构访问学习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但受新冠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拟派出人员未

能成行。

空间对地观测与地壳形变团队入选 “中国地震局创新团队”。陈杰研究员入选

“中国地震局领军人才”，李传友研究员入选 “中国地震局骨干人才”。

２０２０年，实验室共有 ２９名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学位 （其中博士 １３人、硕士 ９人、

联合培养 ７人），出站博士后 ２人，其中 １名博士研究生 （李彦川）同时获法国尼斯

大学和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博士学位。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实验室在读研究生 １１６

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 ７０人，含联合培养博士生 ４人；硕士研究生 ４６人，含联合培养

硕士生 １１人），在站博士后 ２２人。２名研究生 （杨海波、简慧子）获得国家奖学金，

２名研究生 （赵德政、叶轶佳）获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学生优秀论文奖”。

三、开放与合作交流

１、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情况

　　实验室主任张培震院士、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参与了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会学

术年会”、“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六次学术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实验室多名人员

作为召集人在两个大会上组织了多个专题。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外学术会议多数

被取消、推迟或改为网络会议形式，因此 ２０２０年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研究生实地参加

国内学术会议和研讨交流 ６０余人次，无人赴国外实地参加合作研究、学术考察和国

际学术会议。

实验室多项课题在执行过程中需开展国际合作，受疫情影响，实验室与国内外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多以网络会议等线上形式进行。２０２０年，来自荷兰、美

国科研机构的 ３名科研人员来此开展学术交流，来自意大利和荷兰的 ２名研究人员

来此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实验室分别与荷兰乌得勒支大学、俄罗斯学院西伯利亚

分院地壳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施密特地球物理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和备忘录。

为推进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实验室分别与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北

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签署联合共建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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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公众开放活动情况

（１）公众开放日

　　为推动向全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地震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积极推进公众开放活动。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是中国第十二个 “防灾减

灾日”，宣传主题为 “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根据疫

情防控要求，实验室通过录制科普视频和云直播的形式举办了开放活动。

２０２０年 ５月 １２—１４日，中国地震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司、科技部中国 ２１世纪议

程管理中心联合举办了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暨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网络系列

论坛，此次论坛由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地震学会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

学专业委员会承办。实验室副主任单新建研究员主持了开幕式，并作了科普报告。这

次科普活动周通过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报告和积极热烈的互动讨论，从地震、滑坡、城

市沉降、地壳运动、地壳内部结构、动力学模拟等方面对灾害发生机制和规律进行了

全面而详细的讲解，为广大科技人员、研究生带来了一场关于防灾减灾的知识盛宴，

开阔了大家的知识视野，加深了对地震灾害的认识，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和交流机

会。

（２）教育实习基地

实验室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教育实习基地。２０２０年 ６月，根据中国科学院大

学 “岩石物理学”课程安排，周永胜研究员、姚路副研究员、郭彦双副研究员录制

了高速摩擦实验、岩石单轴压缩实验等实验操作和讲解视频，通过网络播放供学生

们观摩学习。这种方式既很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又解决了学生因疫情防控要求无

法来实验室开展实地操作的问题。

（３）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实验室面向依托单位举办的 “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开放。２０２０年 ８月 １８

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采取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了第四届 “优秀大学生夏令

营”。实验室副主任单新建研究员致欢迎词，介绍了研究所的基本概况和未来发展前

景，以及实验室的研究内容与发展方向。李涛研究员、孙建宝研究员、王丽凤研究

员、覃金堂副研究员、张国宏研究员等多位科研人员分别向营员们介绍了各研究室

的研究方向、科研成果、人才培养等情况，并对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大地测量学等

学科领域做了简明生动的报告，启发了同学们对地球科学研究的兴趣。在随后的交

６

ＣＭＹＫ



第一部分：实验室工作报告　　

流中，针对学术科研、导师教学、考研准备等各类营员们关注的问题，导师们从专业

角度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解答，并根据自身经验给予指导。此次活动展现了实验室

科研水平和学术氛围，有助于学生们熟悉实验室学科和专业方向，了解学术发展动

态，增进对地震科研事业的认识。

（４）科学传播情况

２０２０年，实验室科研人员录制和发布了科普系列短视频 “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地

震？”等 ５个短片；制作科普节目 “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向社会公众宣传地震科

学知识。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中国应急管理报》以 《永远在路上———记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题，从日常工作、研究内容和成果、文化传承等方

面对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了报道，使公众对实验室和地震科学研究有了

更深入地了解。

２０２０年，李传友、杨晓平、陈九辉、张会平 ４位研究员先后在主管部门中国地震

局和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网站上发表科普文章。《地震，在玉树划了一道

伤口》发表于玉树地震十周年之际，根据近年来对此次地震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地

震发生原因、特点等。《“殷墟”的一次大震动———磁县大地震》一文介绍了关于

１８３０年磁县大地震及其一系列余震的初步研究成果。《新构造的约会 （Ｄａｔｉｎｇ）》用

生动活泼的语言介绍了放射性、热年代学及古地磁等地层定年方法。《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２

日唐山古冶区 ５１级地震是余震吗？》解释了余震的概念，并推算了唐山地震的复发

时间和余震持续时间等问题。

３、公共研究平台的作用及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与共享情况

实验室是中国地震研究领域重要的公共研究平台，通过各类研究课题、自主课

题和开放课题与地震系统、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 １０多个单位开展合作研

究。但受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的人员较往年有所减少。例如荷

兰乌得勒支大学陈建业博士、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冯炜博士、中国海洋大学郭玲莉副

教授等分别在实验室开展高速摩擦、岩石破裂、波速结构等实验，来自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处理释光计量率样品。实验室大型仪

器设备对外开放共享，为地震系统及其它部门数 １０家单位的科技人员提供了技术服

务。２０２０年可共享的 ５０万以上大型设备的共享率为 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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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项经费执行情况与效益分析

１、自主研究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实验室基本科研业务经费持续资助研究计划已有课题，未设立新课题。

２０２０年投入自主课题经费共 ２３０万，全部用于保障 ２０１７和 ２０１９年设立的 ７项自主

课题顺利执行。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立项的 ６项自主课题已提交结题报

告，２０１７年及之前设立的９项课题因疫情等原因延期。本年度，利用实验室自主课题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共 １８篇。受疫情影响，野外和学术交流工作无法按计划开展，本

年专项经费实际支出 １５７万，执行率 ６８％。

由马胜利研究员负责的 “岩石高速摩擦实验系统的改进及其应用”课题对原有

旋转剪切岩石摩擦实验装置进行了升级改造，配置了温度５００℃、孔隙压７０ＭＰａ的高

温高压容器，使得在高温和孔隙压力作用下开展高速摩擦实验成为可能；研制和购

置了较大吨位的加载和控制装置，使正应力达到８０ＭＰａ以上；设计、加工、试验了多

种实验所需的夹具和辅助材料，建立了完整的实验流程和方法。该课题的实施，实现

了在水热作用条件下研究不同滑动速率、不同位移、不同深度断层带的摩擦性质及

其转换关系的目标，设备指标在国际同类设备中处于领先水平。目前设备已投入地

震断层带力学性质试验，取得了新的结果，同时已与国际同行开展了合作研究。

由陈小斌研究员负责的 “丽江－小金河断裂带及其邻区深部电性结构探测研究”

课题在丽江－小金河断裂带及其邻近地区布设 ５条宽频带大地电磁剖面，收集其他已

有测点，开展大地电磁探测研究。通过数据处理和二维、三维反演，获得了丽江－小

金河断裂带及其邻区深部电性结构，结合活动构造、地震学等研究结果和资料，对丽

江－小金河断裂带北段贡嘎山地区和中段泸沽湖地区分别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提出了

贡嘎山先跟随龙门山－锦屏山造山带统一演化、在鲜水河断裂带形成后开始独立演化

的两阶段演化模式，且不同的演化阶段由不同的动力学机制所控制。对泸沽湖地区，

提出北部盐源盆地浅层高导体的成因是深部含盐流体的浅侵造成的；而南部埋深较

深的高导物质则越过沿着宁蒗断裂带向西南偏转，可能控制了宁蒗断裂、程海断裂

的一系列地震活动。本项研究结果为青藏东缘的构造变形与驱动机制提供了深度参

考依据。

由甘卫军研究员负责的 “荒僻地区连续 ＧＰＳ站长期运行的优化技术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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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为解决在 “无依托、无市电、无看护”的 “三无”荒野环境中保障连续 ＧＰＳ观

测站的长期运行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吸纳成熟技术，探索设计了一套实用、优化的

技术方案，并通过搭建样板站和长期试运行，检核、完善了各项设计方案。课题主要

内容和研究结果包括在荒野特殊环境 （低温、持续阴雨、积雪覆盖）下的 “光－风互

补”供电技术方案；基于移动通讯网络的远程操控及数据传输；无人看护环境下设

备的安全防护技术；各种严酷环境 （高温／高寒、风沙、雨雪）下设备的有效保护和

持久运行措施等。课题研发设计了一种便于野外快速建造安装的 “ＧＰＳ”四爪钢标。

上述实验研究所获得的结果和方案，可为国内同行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 “技术样

板”，具有重要的实用参考价值。

由覃金堂副研究员负责的 “脉冲激发释光技术在构造活跃区石英释光测年中的

应用”课题采集和收集了来源广泛的石英和长石矿物，在系统研究它们的蓝光脉冲

激发释光和绿光脉冲激发释光信号特性的基础上，提出并验证了 “绿光脉冲激发释

光信号较之于蓝光脉冲激发可更加有效减小长石释光信号干扰”的假设。通过进一

步提高信噪比，优化测量流程，绿光脉冲激发释光测年对于难纯化石英、微量样品和

岩片测年具有较大潜力。

由王丽凤研究员负责的 “根据长期地表形变观测构建空间不均一的断层摩擦属

性”课题针对 Ｐａｒｋｆｉｅｌｄ良好的地表 ＧＰＳ形变观测，进行断层摩擦性质的定量分析，

获取了 Ｐａｒｋｆｉｅｌｄ断层面上的摩擦参数分布。通过与圣安德烈斯断层深钻 （ＳＡＦＯＤ）

岩心的室内摩擦实验结果对比，发现地表 ＧＰＳ约束的摩擦参数与实验室观测的原位

摩擦参数有很好的一致性。但相对岩石实验对断层带局部观测的特点，该研究对整

个断层面的摩擦参数进行了量化，为未来基于物理模拟的数值地震预测提供了一定

物性参数基础。

由尹功明研究员负责的 “丽江－小金河断裂新生代以来运动演化研究”课题对

丽江－小金河断裂 （云南段）西南侧的剑川盆地－宁蒗段的野外地质地貌调查和年代

学样品采集以及室内测试与分析工作，认为丽江－小金河断裂最近一次的活动时间约

为 （２０±０２）ｋａ，并曾在早更新世晚期 （（１０４２±１７２）ｋａ）和中更新世早期 （（６３８±

１０）ｋａ）各发生过一次剧烈的运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解译和金沙江在断裂通过处的

错动量表明剑川盆地东侧边界未发现大规模的水平位移；丽江－小金河断裂作为构成

下束河－赵家登凸起的边界断裂，将丽江盆地分为东、西两个沉积中心，分别为新民

沉积区和白华沉积区，通过两个沉积区内的钻孔资料对比发现，虽然地层结构相似，

９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０年度报告　　

但同一层位白华沉积区的沉积厚度明显大于新民沉积区，应该为断裂活动造成的断

层两侧盆地沉降速率不同所致。另外，根据最近在丽江盆地物探及钻探工作显示，断

层两侧早更新统地层落差为 ９０～１２０ｍ，晚更新统—全新统地层落差为 ５～７ｍ。

自主研究课题的设立为实验室针对重点研究区域开展持续深入的系统性研究提

供了支持，为探索性的科学研究创造了宽松自由的环境，为实验方法和技术相关的

创新研究开辟了空间，同时促进了实验室的人才培养。

２、开放基金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实验室共批准开放课题 ５项，资助总额 １０３万元。２０１７年设立的 ９项

开放课题中，有 ３项已提交结题报告，其余 ６项因故申请延期。往年延期的 ２项课题

已提交结题报告，２０１８和 ２０１９年设立的 １４项开放课题均按计划实施。实验室资助

的开放课题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３５篇。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朱涛研究员负责的 “基于 ＭＴ数据和地幔动力学模

拟研究龙门山构造带及汶川地震区的地壳／岩石圈高精度黏度结构”课题，基于跨过

龙门山构造带及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区的两条大地电磁 （ＭＴ）剖面的电阻率数据，利用

介质黏度和电阻率的控制因素的相似关系以及地球动力学模拟手段，在地表地形、

地表热流、ＧＰＳ速度的约束下，获得了这两条剖面所穿过区域的地壳／岩石圈 ２Ｄ黏

度结构。基于该黏度结构的地球动力学模型表明驱动青藏高原中－下地壳物质流动的

可能是热－化学浮力，以及上地壳和中－下地壳可能处于弱力学耦合或解耦状态。课

题引进和吸收了根据大地电磁测深获得的电阻率和地球动力学模拟来推断地壳／岩石

圈黏度结构的方法，并成功地应用于汶川地震区和龙门山断裂带。这不仅为该区域

地震孕育和发生机制等研究提供了高精度的流变结构，更重要的是为大地电磁测深

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课题执行期间，在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地球物理

学报发表论文 ２篇。

西南科技大学赵学钦博士负责的 “洞穴沉积物对古地震的研究意义———以龙门

山构造带石笋 （石钟乳）破坏为例”课题，通过对沿龙门山断裂带上分布的数十个

溶洞开展了洞穴地震学相关的研究工作，收集了大量的溶洞相关的震损数据，评估

了汶川 ＭＷ７９地震对溶洞及其内部洞穴碳酸盐岩沉积物所造成的破坏。利用 ３Ｄ激

光扫描仪 （ＦＡＲＯ）对被 ５·１２汶川地震破坏的典型石柱开展研究，并通过相关软件

对破坏石柱进行原位恢复和破坏前后的拟合对比，分析石柱破坏时的力学过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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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汶川地震的地表破裂特征，研究了地震时活动断层控制作用下石柱破坏机制。结

果显示，石柱的破坏反映了溶洞所在区域在汶川地震时区域地质变形和断层活动特

征。本次研究利用大震震中区的洞穴碳酸盐对强震的响应来验证洞穴地震学理论和

方法，为洞穴地震学提供更新的实际支撑依据。课题执行期间，在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发

表论文 １篇，尚有 ２篇论文录用待刊。

由河海大学巴晶教授负责的 “联合速度结构层析的微地震 （声发射）定位方法

研究”课题发展了一种微地震定位和各向异性速度结构和微地震震源参数同时反演

的方法。研究对象为 １－Ｄ的层状 ＴＩ介质，其中对称轴方向任意。利用改进的分区多

步最短路径算法计算 ｑＰ、ｑＳＶ和 ｑＳＨ波的到达时间和射线路径，结合共轭梯度法求

解带约束的阻尼最小二乘问题。采用地面和井中联合观测条件下的数值模拟实验验

证该微地震定位方法的可靠性。数值模拟结果表明，该算法能同时进行各向异性速

度结构模型 （每层的 Ｔｈｏｍｓｅｎ参数和界面深度）和微震震源参数 （空间坐标和发震

时刻）的反演，并且对随机噪声不敏感，可用于微地震监测领域，指导实际生产。项

目执行期间，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地球物理学报等期刊发

表论文 ３篇，获得 １项发明专利。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汪丽华副研究员负责的 “应用同步辐射 ＣＴ

和 ＦＩＢＳＥＭ研究断层带的三维结构”课题初步建立了基于同步辐射光源和 ＦＩＢＳＥＭ

的微米－亚微米－纳米尺度的三维成像表征实验方法，包括明确了不同尺度实验方法

的适用范围与常用测试参数 （能量、束流、曝光时间等），建立了基于 ＦＩＢＳＥＭ的纳

米 ＣＴ样品制备流程，确定了阈值法在孔隙分割中的优势地位。同时，通过不断增长

数据集方法界定了不同尺度实验方法的表征单元体，为滑动带三维结构表征奠定了

方法基础。通过对纳米颗粒断层泥高速摩擦后的样品开展 ＦＩＢＳＥＭ和 ＴＥＭ的观测，

揭示出：（１）断层泥在毫米尺度能观察到光亮的滑动面和清晰的擦痕，但在纳米至

微米尺度几乎观察不到任何剪切结构；（２）滑动带具有相对较小的孔隙度，但依然

由等粒径的、近圆的纳米颗粒 （非常类似于初始样品）组成；（３）选取衍射分析揭

示滑动面上缺少晶格优选定向，且滑动面上也无非晶质组分。无剪切结构、颗粒等粒

径、缺少晶格优选定向等正是超塑性颗粒流所期待的结果，暗示了这种机制可能起

着重要的作用。课题执行期间，在地球物理学报发表论文 １篇。

由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黄晓葛副研究员负责的 “高温高压下碳酸

盐熔体对橄榄岩流变性质的影响”课题利用 Ｇｒｉｇｇｓ固体流变仪进行高温高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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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橄榄石集合体 （粒径＜３０μｍ）样品施加应变速率，获得流变力学数据，并对实验

后的样品进行微观分析。结果表明当温度≥７５０℃时，碳酸盐熔体的存在会使橄榄石

的流变强度降低，达到蠕变稳态时，有效应力在 １４０ＭＰａ左右，活化能和活化体积分

别为 ４５０ｋＪ／ｍｏｌ和 １０ｃｍ３／ｍｏｌ。ＳＥＭ微观分析，５ｗｔ％熔体大部分存在于橄榄石颗粒三

连点处。碳酸盐熔体影响橄榄石的镁铁比例，使镁铁比升高。另外，样品中存在熔体

交代和蚀变作用的痕迹。与硅酸盐熔体和水相比，碳酸盐熔体对橄榄石的弱化作用

更加突出，且使橄榄石的颗粒产生明显的蚀熔作用。实验数据有助于深刻理解地幔

对流、板块构造、地幔柱等地质现象，为地球动力学模拟提供具体的数据，为地幔对

流和岩浆运移提供所需要的黏度、强度、应变速率等方面的数据。

五、实验室大事记

１、人员变动

　　２０２０年 ５月，与 ２名国际知名专家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ｐｉｅｒｓ、汪荣江）签订短期工作

的聘用合同；

２０２０年 ６月，依托单位通过公开招聘方式，聘任王忠梅、康欢、李博文、孙翔宇

４人为实验室工作人员，４人出站或毕业后陆续进入实验室工作；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李安副研究员调入实验室，从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引进陈建业

研究员。

２、仪器设备购置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实验室购置无人机机载激光雷达系统和微波合成孔径雷达系统 ２

套 ５０万以上仪器设备。

３、其他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由实验室研究人员负责的 “新疆帕米尔陆内俯冲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入选 “科技部国家野外站择优建设名单”；分别与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

程学院、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签署联合共建合作协议。

六、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由于疫情原因，２０２０年度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推迟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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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 ４月 ２日在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２０４会议室举行。会议采用现场

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学术委员会成员陈棋福、何建坤、李海兵、刘俊来、吴建平、

任金卫、周力平、何昌荣、马胜利、单新建等在京人员参加了现场会议，石耀霖、陈

晓非、张培震、刘静等京外人员通过网络平台参加，实验室及各研究单元负责人列席

了本次会议。

受实验室学术委员主任石耀霖院士委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力平教授主持本

会。会议听取了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做的实验室工作报告，内容包括 ２０２０年

实验室承担国家项目情况、取得的主要成果、人才队伍状况、科研平台建设、开放运

行情况以及 ２０２１年的工作计划等。委员们结合本年度工作报告，围绕实验室运行和

发展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会议对 ２０１７年及之前年度

设立的 １２项自主课题进行了结题验收。委员们听取了各课题负责人的汇报并提出意

见，通过评议和投票对每项课题的执行情况和完成质量进行评审，最终本次结题的

１２项课题全部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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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实验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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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人员

１、实验室工作人员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１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中国科学院

院士

实验室主任

２ 马胜利 男 １９６０．０３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３ 陈　杰 男 １９６６．０２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４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５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６ 闻学泽 男 １９５４．１１ 研究员 活动构造 地质学 硕士 特聘研究员

７ 杨晓松 男 １９５９．０５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特聘研究员

８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岩石力学 博士

９ 杨晓平 男 １９６２．０６ 研究员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１０ 汤　吉 男 １９６３．０３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１ 王　萍 女 １９６４．０３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１２ 何宏林 男 １９６４．０７ 研究员 活动构造 地理学 博士

１３ 甘卫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８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４ 王　敏 女 １９６４．１０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测绘科学

与技术
博士

１５ 郝重涛 女 １９６５．１０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６ 屈春燕 女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质学 博士

１７ 尹功明 男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１８ 于贵华 女 １９６６．０１ 正研究

员级高工
活动构造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硕士

１９ 尹金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２０ 周永胜 男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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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２１ 陈九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３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２ 詹　艳 女 １９６９．１２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３ 李传友 男 １９７１．０４ 研究员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２４ 蒋汉朝 男 １９７３．０３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２５ 肖骑彬 男 １９７４．０７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２６ 孙建宝 男 １９７５．０７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理学 博士

２７ 陈顺云 男 １９７６．０３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８ 王丽凤 女 １９７６．０５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９ 刘进峰 男 １９７７．０８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３０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３１ 宋小刚 男 １９７９．０６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测绘科学与技术 博士

３２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０８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３３ 魏占玉 男 １９８１．０５ 研究员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３４ 鲁人齐 男 １９８２．０２ 研究员 活动构造
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
博士

３５ 李　涛 男 １９８５．０９ 研究员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３６ 谭锡斌 男 １９８５．１２ 研究员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３７ 刘培洵 男 １９６３．０９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学士

３８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高工 其他 其他

３９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４０ 陶　玮 女 １９７１．１１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４１ 王立凤 女 １９７３．０３ 高工 地球物理学 硕士

４２ 黄雄南 男 １９７４．０９ 副研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４３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副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４４ 王凯英 女 １９７６．０１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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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４５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副研

力学

（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博士

４６ 陈桂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２ 副研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４７ 郭　志 男 １９７７．０４ 副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４８ 刘云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９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４９ 张竹琪 男 １９８０．０９ 副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０ 张克亮 男 １９８１．０３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１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０５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２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５３ 马　严 女 １９８２．０２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化学 博士

５４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０４ 高工 地质学 博士

５５ 胡　钢 男 １９８２．０６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理学 博士

５６ 覃金堂 男 １９８３．０２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５７ 尹昕忠 男 １９８３．０８ 高工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８ 李　安 男 １９８３．１１ 副研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０．１２来室

５９ 刘彩彩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６０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高工 地质学 博士

６１ 王　英 女 １９８４．０６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６２ 石　峰 男 １９８４．０８ 副研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６３ 吴熙彦 女 １９８４．１０ 高工 地理学 硕士

６４ 龚文瑜 女 １９８４．１０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６５ 苗社强 男 １９８４．１２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６６ 齐文博 男 １９８５．０９ 副研 机械工程 硕士

６７ 张　雷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６８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６９ 孙浩越 男 １９８６．０１ 副研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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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学位
备 注

７０ 段庆宝 男 １９８６．０３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７１ 王忠梅 女 １９８６．０５ 副研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０．０８来室

７２ 葛玉魁 男 １９８６．０６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
博士

７３ 熊建国 男 １９８６．０８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理学 博士

７４ 袁兆德 男 １９８６．０８ 副研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７５ 姚　路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７６ 卓燕群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７７ 张金玉 女 １９８６．１２ 副研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７８ 焦中虎 男 １９８７．０２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理学 博士

７９ 范佳伟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８０ 俞晶星 男 １９８７．１２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８１ 刘琼颖 女 １９８８．０６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８２ 毕海芸 女 １９８８．１２ 副研 活动构造 地理学 博士

８３ 马　玺 男 １９８９．０１ 副研

材料科学与

工程（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博士

８４ 王一舟 男 １９８９．０９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８５ 王继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３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质学 学士

８６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工程师 其他 其他

８７ 李海鸥 男 １９７５．１２ 助研 活动构造
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
博士

８８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８９ 蔡明刚 男 １９７７．１１ 助研 活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９０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工程师 地球物理学 硕士 实验室秘书

９１ 李　昱 女 １９８１．０２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９２ 姚文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工程师 机械工程 学士

９３ 梁诗明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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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工程师 地质学 硕士

９５ 董泽义 男 １９８４．０７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９６ 武　颖 女 １９８５．０１ 工程师 仪器科学与技术 硕士

９７ 姚文倩 女 １９８５．０７ 助研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９８ 王　恒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助研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９９ 李新男 男 １９８７．０１ 助研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１００ 刘　姣 女 １９８７．０９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质学 博士

１０１ 李又娟 女 １９８８．０３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１０２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工程师 地球物理学 硕士

１０３ 陈进宇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１０４ 王　伟 男 １９８９．０２ 助研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１０５ 苏　鹏 男 １９８９．０３ 助研 活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１０６ 康　欢 男 １９９１．１０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２０．０８来室

１０７ 孙翔宇 男 １９９３．１２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０２０．０７来室

１０８ 李博文 男 １９９４．１１ 助研
力学（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硕士 ２０２０．０７来室

２、新增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宋小刚，男，１９７９年生，博士，研究员，中国地震学会大

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专业委员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委

员。２００８年在武汉大学获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博士学位，随后

进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工作，曾赴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

者。近年主要研究方向为 ＩｎＳＡＲ与地壳形变以及基于高分遥感影

像的活动断层定量化研究。包括 ＩｎＳＡＲ大气改正、ＩｎＳＡＲ震间微

小形变提取与反演、ＩｎＳＡＲ和 ＧＰＳ联合构建新一代地壳运动速度

场、基于高分 ＤＥＭ的断层三维几何和位错丛集提取，以及相应的断层几何学和运动

学分析，断层破裂和复发模式研究等。先后主持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题、国家自

然基金 （面上和青年）、国家科技支撑专题、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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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等项目 １０余项。相关成果在 ＲＳＥ、ＧＲ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Ｔ．Ｊ．ＡＰＰＬ．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ＪＡＥＳ、地球物理学报、地震地质、地震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 ３０余篇。获国家

测绘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项、中国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项、中国地震局防震

减灾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１项。作为骨干人员参加的 “空间对地观测与地壳形变”团

队在 ２０２０年入选中国地震局创新团队。

魏占玉，男，１９８１年生，博士，研究员。２００４年毕业于中国

矿业大学，获地理信息系统学士学位；２００７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

学 （北京），获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硕士学位；２０１０年毕业于中

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构造地质学专业博士学位，获得 ２０１０

年度中国地震局优秀博士论文奖，同年就职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

究所。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地震科技青年骨干人

才培养项目资助，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交流访问。

目前主要从事活动构造与构造地貌方面的研究。研究方向主要有：（１）松散沉

积物断层陡坎形貌特征对强震的响应；（２）基于高精度高分辨地形数据的断裂活动

特征研究。先后主持和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项目、地震联合基金、国

家重点研发课题等项目。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３０余篇，其中第一作者

论文 １４篇，包括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等知名地学期刊。部分成果获中国地震局 ２０１７年防震减灾科技成果奖三等

奖 （排名第二）。

谭锡斌，男，１９８５年生，博士，研究员。２００７年于北京大

学获地球化学专业学士学位，２０１２年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获构造地质学专业博士学位。自 ２０１２年 ７月以来，在活动构造

研究室从事青藏高原东缘的活动构造与新构造研究，２０１４年

４—９月赴台湾中正大学开展短期学术交流，２０１８年 １月—２０１９

年 １月赴美国休斯敦大学开展学术访问。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地

表剥蚀与构造变形的相互作用、青藏高原东缘龙门山地区的活动

构造和新构造研究。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 ＥＰＳ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ＪＧＲ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ＪＡＥＳ、地球物理学报、地震地质、地学

前缘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１６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论文 １１篇，ＥＩ收录论文 ２篇，获中国

地震局防震减灾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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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站博士后和在学研究生

序号 类 别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 师 备　注

１ 博士后 贾宝新 男 １９７８．０８ 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２ 博士后 田晓峰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地球物理学 张培震

３ 博士后 赵盼盼 男 １９８７．０６ 地球物理学
许建东

陈九辉

４ 博士后 路　珍 女 １９８７．０９ 地质学 马胜利

５ 博士后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６ 博士后 张　玲 女 １９８６．０４ 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７ 博士后 张佳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６ 地质学 张会平

８ 博士后 尹　玲 女 １９８６．０９ 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９ 博士后 陈一方 男 １９９１．０３ 地质学 何宏林

１０ 博士后 成里宁 男 １９９１．０５ 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１１ 博士后 张浩然 男 １９８５．０２ 地质学
徐锡伟

谭锡斌

１２ 博士后 张炜斌 男 １９８７．０８ 地质学
徐锡伟

谭锡斌

１３ 博士后 郝海健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１４ 博士后 魏传义 男 １９９２．０３ 地质学 尹功明

１５ 博士后 商咏梅 女 １９８９．１０ 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１６ 博士后 李彦川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地质学 屈春燕

１７ 博士后 刘　洋 男 １９９１．０５ 地质学 何宏林

１８ 博士后 吕丽星 男 １９９１．０７ 地质学 李　涛

１９ 博士后 时　伟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０ 博士后 王志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８ 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２１ 博士后 杨海波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２２ 博士后 邹俊杰 男 １９９１．１０ 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２３ 博士生 杜　鹏 男 １９７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邓起东

杨晓平

２４ 博士生 李跃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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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 备　注

２５ 博士生 钟美娇 女 １９８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６ 博士生 丁　锐 男 １９８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２７ 博士生 范　晔 女 １９８７．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２８ 博士生 王阅兵 男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９ 博士生 许建红 男 １９８３．０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３０ 博士生 张永奇 男 １９８５．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３１ 博士生 黄元敏 男 １９８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３２ 博士生 李明佳 男 １９９２．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联合培养

３３ 博士生 李长军 男 １９９０．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４ 博士生 林玲玲 女 １９８２．０３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３５ 博士生 刘钟尹 男 １９９０．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３６ 博士生 牛　露 女 １９９０．０４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３７ 博士生 王慧颖 女 １９９１．０５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３８ 博士生 闫　伟 男 １９８２．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３９ 博士生 李　媛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４０ 博士生 李朝鹏 男 １９９３．０５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４１ 博士生 陶亚玲 女 １９８８．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４２ 博士生 王　博 男 １９８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４３ 博士生 熊小慧 女 １９８９．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４４ 博士生 徐　晶 女 １９８７．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４５ 博士生 杨劲松 男 １９８７．０６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４６ 博士生 张迎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４７ 博士生 赵德政 男 １９９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４８ 博士生 庄其天 男 １９９２．０２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４９ 博士生 戴文浩 男 １９９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５０ 博士生 郭桥桥 男 １９９２．０１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５１ 博士生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实验室在职

５２ 博士生 黄飞鹏 男 １９９３．１０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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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 备　注

５３ 博士生 黄涵宇 男 １９９３．０１ 矿产普查与勘探 鲁人齐 联合培养

５４ 博士生 任光雪 男 １９９２．１２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５５ 博士生 孙　稳 男 １９９２．０５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５６ 博士生 王培杰 男 １９９３．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５７ 博士生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实验室在职

５８ 博士生 吴玮莹 女 １９９３．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９ 博士生 喻　国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彬

６０ 博士生 岳　冲 男 １９８９．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６１ 博士生 张伟恒 男 １９９３．０６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６２ 博士生 赵旭东 男 １９９３．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６３ 博士生 雷蕙如 女 １９９５．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６４ 博士生 曾宪阳 男 １９９１．０３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６５ 博士生 陈　勇 男 １９９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６６ 博士生 程　理 男 １９８２．０３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６７ 博士生 崔富荣 女 １９９１．１１ 地球化学 刘进峰 联合培养

６８ 博士生 高志钰 男 １９９４．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６９ 博士生 胡宗凯 男 １９９３．０３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７０ 博士生 李　伟 男 １９９１．１１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７１ 博士生 刘　恋 女 １９９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７２ 博士生 刘　奇 男 １９９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７３ 博士生 刘晴日 女 １９９５．０２ 自然地理学 熊建国 联合培养

７４ 博士生 邱江涛 男 １９８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７５ 博士生 孙　凯 男 １９９４．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７６ 博士生 徐　伟 男 １９８６．０２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７７ 博士生 姚　远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７８ 博士生 张斯琪 男 １９９４．０１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７９ 博士生 代成龙 男 １９９５．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８０ 博士生 邸　宁 男 １９９４．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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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 备　注

８１ 博士生 冯嘉辉 男 １９９５．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８２ 博士生 黄　星 男 １９９３．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８３ 博士生 刘冠伸 男 １９９４．０７ 构造地质学 鲁人齐

８４ 博士生 刘世民 男 １９９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８５ 博士生 马字发 男 １９９２．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８６ 博士生 孙佳臖 女 １９９０．０７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８７ 博士生 石文芳 女 １９９２．０４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８８ 博士生 王飞飞 女 １９８６．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８９ 博士生 卫晓彤 男 １９９６．０６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９０ 博士生 徐　博 男 １９９５．０１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９１ 博士生 余博文 男 １９９５．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９２ 博士生 张　扬 男 １９８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９３ 硕士生 宋　刚 男 １９９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马胜利

９４ 硕士生 包雨鑫 女 １９９６．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９５ 硕士生 范鹏丽 女 １９９６．０８ 自然地理学 杨会丽 联合培养

９６ 硕士生 韩　静 女 １９９６．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９７ 硕士生 姬　昊 男 １９９６．１０ 地质工程 刘春茹 联合培养

９８ 硕士生 贾　蕊 女 １９９７．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云华 联合培养

９９ 硕士生 李成龙 男 １９９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１００ 硕士生 梁子晗 女 １９９６．１２ 构造地质学 魏占玉

１０１ 硕士生 苗树清 男 １９９５．１２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１０２ 硕士生 叶轶佳 女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谭锡斌

１０３ 硕士生 张爱敏 女 １９９５．１２ 第四纪地质学 胡　钢 联合培养

１０４ 硕士生 张　瑞 男 １９９４．０７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１０５ 硕士生 赵　兰 女 １９９６．１０ 地质工程 于贵华 联合培养

１０６ 硕士生 赵　磊 男 １９９５．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１０７ 硕士生 陈　浩 男 １９９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１０８ 硕士生 陈　倩 女 １９９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竹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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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 硕士生 范晓冉 男 １９９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联合培养

１１０ 硕士生 冯　鹏 男 １９９５．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郭　飚

１１１ 硕士生 华　俊 男 １９９６．０４ 测绘科学与技术 龚文瑜 联合培养

１１２ 硕士生 李兆宁 男 １９９７．１１ 第四纪地质学 刘进峰

１１３ 硕士生 李忠武 男 １９９７．０８ 构造地质学 于贵华

１１４ 硕士生 梁　辉 男 １９９５．０１ 地质工程 陈　杰 联合培养

１１５ 硕士生 濮逸铖 男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１１６ 硕士生 申丰铭 男 １９９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丽凤

１１７ 硕士生 石灵 女 １９９７．０１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１１８ 硕士生 王　康 男 １９９７．０６ 第四纪地质学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１１９ 硕士生 王绍俊 男 １９９４．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联合培养

１２０ 硕士生 谢　皓 男 １９９６．０７ 构造地质学 刘彩彩

１２１ 硕士生 邢宇 男 １９９７．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１２２ 硕士生 徐　芳 女 １９９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鲁人齐

１２３ 硕士生 张熠辉 女 １９９６．１１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１２４ 硕士生 张钰曼 女 １９９６．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１２５ 硕士生 陈　晗 男 １９９７．０９ 测绘工程 屈春燕 联合培养

１２６ 硕士生 赫洪哲 男 １９９９．０５ 构造地质学 谭锡斌

１２７ 硕士生 李昕泽 女 １９９８．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１２８ 硕士生 李子鸿 男 １９９６．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１２９ 硕士生 梁德宝 男 １９９６．０１ 构造地质学 陈建业

１３０ 硕士生 刘雪华 女 １９９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１３１ 硕士生 彭　白 男 １９９７．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１３２ 硕士生 钱　黎 男 １９９８．０８ 构造地质学 李　涛

１３３ 硕士生 隋雅诗 女 １９９７．１０ 第四纪地质学 覃金堂

１３４ 硕士生 覃伟峰 男 １９９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姚　路

１３５ 硕士生 杨悦彤 女 １９９８．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宋小刚

１３６ 硕士生 游子成 男 １９９７．０２ 构造地质学 毕海芸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０年度报告　　

续表

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 备　注

１３７ 硕士生 张国霞 女 １９９８．０２ 构造地质学 孙浩越

１３８ 硕士生 左玉琦 男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注：带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４、出站博士后和毕业研究生

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　业 导师 备　注

１ 博士后 阮　帅 男 １９８３．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２ 博士后 朱传华 男 １９８９．０１ 地质学 郑德文

３ 博士生 孙翔宇 男 １９９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４ 博士生 赵凌强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５ 博士生 李彦川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６ 博士生 杨海波 男 １９８９．１０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７ 博士生 邹俊杰 男 １９９１．１０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８ 博士生 李雪梅 女 １９８８．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９ 博士生 刘　洋 男 １９９１．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１０ 博士生 时　伟 男 １９８９．１０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１１ 博士生 苏利娜 女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２ 博士生 朱成林 男 １９８４．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３ 博士生 董金元 男 １９８８．１１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１４ 博士生 王必任 男 １９８５．０６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１５ 博士生 王志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１６ 硕士生 巩佳语 女 １９９５．０５ 矿床学，矿物学，岩石学 尹金辉 联合培养

１７ 硕士生 候丽燕 女 １９９５．１２ 测绘科学与技术 龚文瑜 联合培养

１８ 硕士生 简慧子 女 １９９４．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丽凤

１９ 硕士生 李天元 男 １９９４．０２ 地球化学 刘进峰 联合培养

２０ 硕士生 沙鹏程 男 １９９４．１２ 摄影测量与遥感 宋小刚 联合培养

２１ 硕士生 王莅斌 男 １９９４．１１ 地质工程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２２ 硕士生 张志遷 男 １９９４．１１ 测绘工程 张国宏 联合培养

２３ 硕士生 邓金花 女 １９９５．０２ 第四纪地质学 韩　非

２４ 硕士生 黄自成 男 １９９５．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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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 备　注

２５ 硕士生 李科长 男 １９９０．０８ 地质工程 陈　杰 联合培养

２６ 硕士生 李　满 男 １９９４．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彬

２７ 硕士生 李晓姝 女 １９９５．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郭　飚

２８ 硕士生 刘　康 男 １９９５．１２ 构造地质学 王伟涛

２９ 硕士生 罗全星 男 １９９５．１２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３０ 硕士生 马字发 男 １９９２．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３１ 硕士生 周　朝 男 １９９５．０６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注：带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称
学委会

职务
专业 工作单位

１ 石耀霖 男 １９４４．０２
教　授
（院士）

主任 地球动力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２ 陈晓非 男 １９５８．０２
教　授
（院士）

副主任 地球物理学 南方科技大学

３ 周力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８ 教　授 副主任
第四纪地质

及年代学
北京大学

４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院士）
委员 构造地质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５ 陈棋福 男 １９６４．１０ 研究员 委员 固体地球物理学
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６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研究员 委员 岩石力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７ 何建坤 男 １９６３．０１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与

地球物理学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８ 黄清华 男 １９６７．１２ 教　授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北京大学

９ 李海兵 男 １９６６．１０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１０ 刘　静 女 １９６９．１０ 研究员 委员 地质学 天津大学

１１ 刘俊来 男 １９６０．１２ 教　授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１２ 马胜利 男 １９６０．０３ 研究员 委员 构造物理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３ 任金卫 男 １９５７．０６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１４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研究员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５ 吴建平 男 １９６３．１２ 研究员 委员 地球物理学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０年度报告　　

三、实验室承担的科研项目

１、实验室承担的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１
青藏高原深部过程

与碰撞造山成矿作

用

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６００３１０ 张泽明 刘　静，张金玉，
王　鹏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
地块边界带断裂活

动习性与强震复发

行为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１０１ 郑文俊

张培震，毕海芸，

李传友，刘兴旺，

周　宇，雷启云，
邵延秀，李志刚，

田云涛，刘锋涛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３
地块及边界带深部

结构与深－浅构造
耦合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１０３ 陈九辉

詹　艳，郭　飚，
李　昱，李顺成，
尹昕忠，齐少华，

赵盼盼，陈一方，

陈　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４
活动地块理论完善

与边界带强震危险

性研究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１０４ 张竹琪 朱守彪，张冬丽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５
巨震震源的深部结

构特征及其识别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２０４ 申重阳

陈小斌，王立凤，

崔腾发，姜　峰，
刘钟尹，王培杰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６
准静态驱动下亚失

稳过程的实验与理

论模拟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３０１ 何昌荣

刘培洵，张　雷，
郭彦双，卓燕群，

齐文博，尹昕忠，

任雅琼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７
高频微震仪和通用

地震仪联合台网观

测断层亚失稳过程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３０３ 杨晓松

王凯英，李顺成，

陈进宇，金明培，

王晓山，刘力强，

马红虎，李　雷，
冯向东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８
基于 ＧＰＳ与地温测
量的形变与地应力

观测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３０４ 甘卫军

陈顺云，张克亮，

梁诗明，李彦宝，

刘琼颖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９
断层带深浅部精细

结构探测与方法研

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４０２ 姚华健 董泽义，韩　冰，
阮　帅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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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１０
断层带物理属性及

破裂动力学模拟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４０４ 周永胜

王丽凤，苗社强，

党嘉祥，姚文明，

马　玺，徐建宽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１
高光谱与激光探测

遥感数据地震应用

技术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６０２ 屈春燕

宋小刚，龚文瑜，

焦中虎，崔月菊，

冯徽徽，李　营，
赵德政，沙鹏程，

侯丽燕，张迎峰，

赵　磊，乔　鑫，
杨龙星，刘兆飞，

徐维维，周升宇，

何　苗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２
断层地震孕育发生

形变与应力积累时

空转化特征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６０５ 谭　凯 刘云华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３

活动断裂高精度高

分辨率地表结构和

活动性参数提取技

术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１０１ 何宏林

魏占玉，陈桂华，

杨晓平，李　康，
黄雄南，谭锡斌，

张世民，马保起，

任俊杰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４
活动断裂地下介质

三维物性参数提取

技术

２１０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１０３ 雷建设

詹　艳，孙建宝，
孙翔宇，崔腾发，

韩　静，包雨鑫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５
活动断裂深浅构造

与物性参数模型融

合及三维建模技术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１０４ 徐锡伟

鲁人齐，谭锡斌，

蔡明刚，李海鸥，

王振南，徐　芳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６
活动断裂三维建模

公共平台研发与技

术规程编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１０５ 于贵华

李　康，吴熙彦，
杨　钦，钱仁俊，
杨秀丽，孙艳霞，

支　亮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７
三维潜在震源模型

构建技术及活动断

层数据库建设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２０１ 张世民 陈桂华，郑荣章，

吴熙彦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８
华南火成岩地区深

层热源机制与地热

系统成因模式

２０１９ＹＦＣ０６０４９０１ 李义曼 刘琼颖，冯嘉辉，

李彦宝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９
地壳形变空间大地

测量技术研究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１ 廖明生 张桂芳，龚文瑜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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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２０

构造活动卫星热红

外信息提取与地震

异常精细识别技术

研究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２ 孟庆岩 焦中虎，陈顺云，

刘琼颖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１
断裂带逸出气体时

空特征与应力应变

研究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３ 高小其 朱传华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２

地壳形变场、温度

场、流体场耦合断

层力学模型与协同

机制研究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４ 王振杰 宋小刚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３
基于地震孕育过程

的地震异常信息监

测技术示范应用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５０９２０５ 张国宏

张会平，刘云华，

刘　姣，张迎峰，
王建军，许文斌，

聂志喜，李智涛，

徐晓飞，刘小鸽，

李彦川，高志钰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４
碰撞以来古地理格

局与构造地貌过程
２０１９ＱＺＫＫ０７０４ 戴　霜

张会平，马　严，
庞建章，熊建国，

任治坤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科技项

目第二次青

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研究

２５
活动断裂与地震灾

害
２０１９ＱＺＫＫ０９０１ 郑文俊

李传友，陈　杰，
毕海芸，张竹琪，

尹功明，李　涛，
刘彩彩，龚文瑜，

杨会丽，覃金堂，

俞晶星，李新男，

刘春茹，孙　凯，
任光雪，罗全星，

董金元，刘　奇，
张伟恒，邸　宁，
李科长，魏传义，

程　理，陈　倩，
张　瑞，刘　康，
谢　皓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科技项

目第二次青

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研究

２６

以阿尔金断裂中段

为例，走滑断裂的

几何构造结对断裂

活动习性的控制作

用

Ｕ１８３９２０３ 刘　静

马　严，张金玉，
王　恒，高战武，
李　峰，徐　伟，
袁兆德，谢　虹，
邵延秀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联合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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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２７

断层亚失稳与地震

短临前兆物理机制

的实验和数值模拟

研究

Ｕ１８３９２１１ 马胜利

马 瑾 ，王丽凤，

代树红，姚　路，
郭彦双，汲云涛，

黄元敏，李　媛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联合基金

２８
基岩区正断层活动

性评价与古地震事

件识别

Ｕ１９３９２０１ 何宏林

尹金辉，刘春茹，

魏占玉，石　峰，
党嘉祥，张　波，
苏　鹏，邹俊杰，
孙　稳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联合基金

２９

青藏高原东北缘新

生代构造变形几何

结构、运动图像完

善与演化过程恢复

４１５９０８６１ 郑文俊

郑德文，单新建，

张会平，王伟涛，

任治坤，刘彩彩，

王庆良，李传友，

张竹琪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３０
东北缘壳幔结构宽

频带地震台阵高分

辨率地球物理探测

４１５９０８６２ 陈九辉

刘启元，郝重涛，

郭　飚，李顺成，
李　昱，尹昕忠，
赵盼盼，齐少华，

陈一方，陈　勇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３１

基于高频 ＧＮＳＳ地
震学的震源参数与

破裂过程实时反演

研究

４１６３１０７３ 单新建

屈春燕，梁诗明，

李　昱，王振杰，
汪荣江，姬生月，

方荣新，李彦川，

张迎峰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３２
湖北习家店古新世

河湖相沉积记录的

高热事件研究

４１５７２３４６ 蒋汉朝
徐红艳，梁莲姬，

李艳豪，刘浪涛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３
基于释光年代约束

的北天山金钩河河

道演化历史

４１６７１００８ 覃金堂

张金玉，李盛华，

李跃华，王浩然，

邹俊杰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４
松散沉积物断层崖

形态演化对重复强

震活动响应研究

４１６７２１９４ 魏占玉
石　峰，孙浩越，
高　伟，苏　鹏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５

青藏高原岩石圈各

向异性的动力学内

涵及成因约束：来

自组构分析－原位
弹性波测量－流变
学实验研究的启示

４１６７２１９７ 杨晓松

姚文明，段庆宝，

苗社强，杨　，
陈进宇，商咏梅，

成里宁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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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３６

红河断裂带三维运

动学和动力学模型

构建及其强震危险

性分析

４１６７４０６７ 王丽凤

闻学泽，马胜利，

刘　杰，翟璐媛，
王志伟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７
川滇地区极低频电

磁场分布特征及异

常信息分析研究

４１６７４０８１ 汤　吉
王立凤，韩　冰，
阮　帅，程远志，
邓　琰，李建凯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８
克拉通破坏与陆地

生物演化
４１６８８１０３ 周忠和 郑德文，李又娟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基础科学

中心项目

３９
考虑云和地形影响

的地表长波辐射遥

感反演研究

４１７０１４０９ 焦中虎 赵由佳，郑博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０
１６９５年临汾大地震
发震断层

４１７０２２２１ 石　峰
苏　鹏，高　伟，
邹俊杰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１

１９８５年 新 疆 乌 恰
ＭＳ７．４地震断层相关
沉积物光释光测年

探索研究

４１７０２２２２ 杨会丽

罗　明，刘　奇，
王浩然，Ｎａｏｍｉ
Ｐｏｒａｔ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２

程海－宾川断裂新
构造活动对川滇地

块西缘走滑拉张作

用的构造响应

４１７０２２２３ 王　恒
张金玉，姚文倩，

徐心悦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３
黏滑失稳前断层预

滑时空演化及力学

机制的实验研究

４１７０２２２６ 卓燕群 齐文博，李世念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４
敦煌地块西南地区

早古生代大地构造

属性及地质意义

４１７０２２３６ 王忠梅 杨　磊，杨振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５

甘肃－西秦岭地区
地壳速度结构及不

同层位方位各向异

性的密集地震台阵

的环境噪声研究

４１７０４０５０ 李　昱 陈一方，陈　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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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４６

渤海湾盆地裂后期

快速沉降机制的构

造－热演化模拟研
究

４１７０４０８７ 刘琼颖
李彦宝，曾　蒂，
李　通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７
川西地区地壳分层

各向异性的接收函

数研究

４１７０４０９５ 齐少华 陈一方，高　翔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８
大陆型高原边界地

形演化的对比研究
４１７６１１４４０６５ 刘　静

郑德文，王　萍，
张金玉，王　恒，
葛玉魁，王一舟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４９

上新世－更新世死
海断裂和阿尔金断

裂地区地貌演化过

程、走滑速率及其

动力学意义

４１７６１１４４０７１ 张会平

郑德文，王伟涛，

马　严，时丕龙，
马元旭，何宏林，

任治坤，王一舟，

李雪梅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５０
鄂西－三峡地区更
新世古人类遗址综

合年代学研究

４１７７２１７４ 韩　非 尹功明，张立民，

王　躲，钟　宁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１
玉龙－哈巴雪山晚
第四纪隆升方式研

究

４１７７２１８５ 尹功明
马　严，王　躲，
李文朋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２
秦岭 中 段 （陕 西

段）新生代构造地

貌研究

４１７７２１９８ 庞建章
王　英，王一舟，
肖　霖，李朝鹏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３
多时间尺度重建雅

鲁藏布江大峡谷河

流地貌过程

４１７７２１９９ 王　萍
王　英，胡　钢，
袁仁茂，王慧颖，

李晓峰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４
活动弯矩断层陡坎

的识别、时空演化

特征与强震

４１７７２２２１ 陈　杰

杨会丽，覃金堂，

许建红，李跃华，

罗　明，王浩然，
刘　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５
震后松弛阶段地壳

岩石非稳态蠕变实

验研究

４１７７２２２３ 周永胜

党嘉祥，马　玺，
苗社强，焦　裕，
戴文浩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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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５６

流体渗透扩散对三

峡库区浅层介质物

性及地震活动影响

研究

４１７７２３８４ 张丽芬 段庆宝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７

帕米尔高原内部强

震 “级联”触发机

制的 ＩｎＳＡＲ形变场
检测研究

４１７７４０４３ 孙建宝
梁诗明，李铁明，

李明佳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８
使用历史地震图研

究 １９２０海原 Ｍ８．５
地震

４１７７４０５０ 郭　志 陶京
"

，李　通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９

各向异性介质大地

电磁二维反演和三

维自适应有限元正

演

４１７７４０８０ 李予国 肖骑彬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０

断层摩擦滑动与压

溶过程的机制性关

联研究———聚焦基

性岩中的无水矿物

４１７７４１０３ 何昌荣
姚文明，田　平，
刘　洋，张　姝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１
水热作用下花岗岩

和辉长岩的中－高
速摩擦性质研究

４１７７４１９１ 姚　路
马胜利，马　玺，
王　羽，陈进宇，
李晓慧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２
青藏高原中部崩错

断裂晚第四纪滑动

速率的精确厘定

４１８０２２０９ 李　康 吴熙彦，罗佳宏，

魏雷鸣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３

利用基岩河道水力

侵蚀模型模拟山体

隆升历史的方法研

究———以秦岭北缘

（陕西段）为例

４１８０２２２７ 王一舟
武　颖，李又娟，
李朝鹏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４

海原－六盘山断裂
带三维精细速度结

构地震环境噪声成

像研究

４１８０４０５５ 赵盼盼 尹昕忠，陈一方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５
高温高压条件下基

性岩组成矿物蚀变

的实验研究

４１８０４１６８ 马　玺
姚文明，刘　洋，
戴文浩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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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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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青藏高原东北缘海

原地区新生代盆－
山构造演化

４１８７２２０４ 王伟涛 庞建章，王一舟，

熊建国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７

隐伏活动断层的定

量研 究 与 三 维 建

模：以龙门山山前

带为例

４１８７２２０６ 鲁人齐

蔡明刚，李海鸥，

李新男，魏雷鸣，

王振南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８
基岩断层面的古地

震研究
４１８７２２１３ 何宏林

孙浩越，石　峰，
横山典，白滨吉起，

郝海健，邹俊杰，

周　朝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９

巴颜喀拉地块中部

ＩｎＳＡＲ形变场演化
特征及地震危险性

研究

４１８７２２２９ 屈春燕

龚文瑜，张桂芳，

赵德政，李彦川，

乔　鑫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０
阿尔金断裂带中段

运动特征与应变分

布模式研究

４１８７４０２７ 刘云华

宋小刚，张桂芳，

张迎峰，赵德政，

李彦川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１
俯冲带蛇纹石矿物

摩擦滑动特性实验

研究

４１８７４２１８ 张　雷
马　玺，刘　洋，
田　平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２
大陆演化与季风系

统演变
４１８８８１０１ 郭正堂 张会平，熊建国，

刘彩彩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基础科学

中心项目

７３
中国鄂西－三峡地
区早期人类古遗址

地层的年代学研究

４１８１１０１３２０ 韩　非 尹功明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７４
天山与大高加索地

区的活动褶皱作用

与强震

４１９１１５３０１０９ 陈　杰
覃金堂，张伟恒，

刘　奇，邸　宁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７５

利用构造物理学综

合方法研究中国西

南地区的地壳应力

状态与强震孕育区

的识别

４１９１１５３０１１１ 郭彦双 马　瑾 ，王凯英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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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７６
西藏冈底斯山弧高

海拔古地貌开始形

成时间

４１９０２１２１ 张佳伟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７
塔城盆地东缘断裂

晚第四纪活动特征

和滑动速率研究

４１９０２１９９ 俞晶星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８

青藏高原亚东－谷
露裂谷带的隆升剥

蚀对雅鲁藏布江河

流演化的影响

４１９０２２１３ 葛玉魁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９
青藏高原东缘龙门

山南段千年尺度地

表侵蚀定量化研究

４１９０２２１５ 王　伟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０

阿尔金断裂乌尊硝

尔段古地震复发特

征与级联破裂行为

研究

４１９０２２１６ 袁兆德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１

部分熔融对高喜马

拉雅片麻岩电导率

性质影响的实验研

究

４１９０４０８７ 陈进宇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２
俯冲带脱水－流体
迁移及其效应的高

温高压实验研究

４１９７２２０９ 杨晓松

陈进宇，杨　，
成里宁，宋　刚，
张明洋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３

基于断错位移累积

的断裂带强震活动

特性研究———以河

套盆地北缘断裂带

为例

４１９７２２２８ 毕海芸

庞建章，王一舟，

张佳伟，黄飞鹏，

李雪梅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４

磁铁矿（Ｕ－Ｔｈ）／Ｈｅ
测年方法的建立及

其 Ｈｅ扩散机制研
究

４１９７３０５４ 王　英

庞建章，武　颖，
王一舟，陶亚玲，

李雪梅，刘　康，
张　瑞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５

基于航空、卫星影

像的 １９８５年乌恰
ＭＷ７．０地震逆冲断
层破裂机制及运动

特征研究

４１９７４０３７ 宋小刚

石　峰，韩娜娜，
张迎峰，赵德政，

沙鹏程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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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８６
青藏高原北部地幔

岩石圈横向变化的

三维电性结构证据

４１９７４０９１ 肖骑彬

刘琼颖，韩　冰，
杨竹转，邓　琰，
喻　国，李　满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７
红河断裂精细运动

状况及分段变形机

理的 ＧＰＳ观测研究
４１９７４１１３ 张克亮

梁诗明，李彦宝，

熊小慧，代成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８
河流阶地砾石埋藏

年龄的光释光测年

方法研究

４１９７７３８６ 刘进峰
张金玉，罗　明，
李天元，伍纪元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９
祁连山河流地貌特

征及其蕴含的构造

意义研究

２０１８Ｍ６４１４２６ 王一舟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９０

南截山断裂带晚第

四纪活动习性及其

在阿尔金北段转换

挤压系统中的构造

作用

２０２０Ｍ６８０６２０ 杨海波 杨晓平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９１

基于热红外遥感和

再分析数据的多参

数地震异常提取和

应用

２０１８ＣＳＥＳ０２０５
焦中虎

单新建
吴玮莹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９２ 科技规划编制
１５２０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１１０２

０１
马胜利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９３
地震信息分类与编

码
１５２０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０００２ 于贵华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９４
全球重大地震事件

应对基础信息平台

建设

１５２０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０００２
０１

刘　姣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９５ 地震构造探查系统 １５２０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０２０ 单新建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９６
西北地区潜在震源

调整研究

１５２０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０００８
０２

杨晓平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９７

区划图预研———逆

冲型潜在震源划分

原则与三维模型构

建方法

１５２０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０００８
０３

杨晓平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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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９８
活动断层数据库构

建

１５２０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０２１
０１

于贵华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９９

服务 “一带一路”

建设及其他防震减

灾领域国际交流合

作

ＪＨ２０２２ 马胜利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１００

基于地震数据的河

北省典型活动断裂

三维建模技术研究

与示范

２０３７５４０４Ｄ 曹　筠 鲁人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１０１
全国 １

!

１００万区域
地震构造图编制技

术规范

中震防函

【２０２０】１７号１
何宏林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１０２
省市级 １

!

２５万区
域地震构造图编制

技术规范

中震防函

【２０２０】１７号２
杨晓平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１０３
１
!

５万活动断层分
布图编制技术规范

中震防函

【２０２０】１７号３
石　峰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１０４
基于 ＬｉＤＡＲ数据的
活动断层信息提取

技术规范

中震防函

【２０２０】１７号４
魏占玉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１０５
石屏－建水断裂 １

!

５
万断层填图试点

中震防函

【２０２０】１７号５
袁兆德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１０６
六棱 山 北 麓 断 裂

１
!

５万断层填图试
点

中震防函

【２０２０】１７号６
石　峰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１０７
中卫市 １

!

２５万探
测区构造图编制

中震防函

【２０２０】１７号７
何宏林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１０８
遵义市 １

!

２５万探
测区构造图编制

中震防函

【２０２０】１７号８
杨晓平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省部级项目

　　注：带  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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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横向协作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１
蚌埠、滁州活断层探测及地震危险性

分析———标准孔探测与第四纪地层剖

面建立

刘春茹 安徽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２ 地质勘查项目技术服务 尹功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

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３ 阿坝断裂 １
!

５万活动断层地质填图 何宏林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４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１第四纪

王　萍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５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２遥感解译

张国宏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６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１

石　峰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７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２

黄雄南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８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３

谭锡斌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９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５

陈　杰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０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５主要活动断裂
危险性评价

张竹琪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１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８成果集成与数
据库建设

刘云华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２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质量保证组

蒋汉朝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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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１３
甘孜州 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１第四纪

范佳伟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４
甘孜州 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２遥感

龚文瑜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５
甘孜州 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５危险性评价

张竹琪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６
甘孜州 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８数据库

张会平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７
甘孜州 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９项目管理和交流

蒋汉朝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８
平冈断裂条带状高精度高分辨率地形

数据采集与构造地貌分析
魏占玉 广东省地震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０

１９
新沂市锡沂高新区商业区场地活动断

层 （安丘－莒县断裂）钻孔探测技术
服务

冉勇康 新沂香溢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２０２０

２０ 晋中市遥感图像处理与活动构造解译 石　峰
山西省地震

工程勘察研究院
２０２０～２０２０

２１
四川省活动断层数据库与服务系统服

务
刘云华

成都市永利

联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２
马边－雷波地区１

!

５万活动断层地质填
图

孙浩越
凉山彝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３
钦－杭结合带南段及 ２０１９年北流 ５２
级地震区深部结构大地电磁三维探测

项目

詹　艳
广西壮族自治区

地震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４
盐源县 １

!

１万城市活动断层探查项目
子专题目标区及邻近地区断裂活动性

鉴定

袁兆德
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５ 中国科学院山地所
１０Ｂｅ暴露测年测试 王　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

成都山地灾害

与环境研究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６
安庆市活动断层探测项目标准　钻孔
探测与第四纪地层剖面的建立项目

胡　钢
中国地震局

第一监测中心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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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２７ 地震信息专题符号设计 （初稿） 吴熙彦
中国地震局

地震预测研究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８
郯庐断裂带中南段地震与 ＧＰＳ数据处
理

王阎昭 上海市地震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９
康定 １

!

１万城市活动断层探查———质
保

蒋汉朝 甘孜州应急管理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３０
科学台阵设备使用技术服务———地球

所
李顺成

中国地震局

地球物理研究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３、实验室设立的自主研究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类型 起止时间

１ 多引线高温高压三轴实验系统的总装与测试 刘力强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２
利用多波段 ＩｎＳＡＲ时间序列方法研究北京及
其周边地区地壳形变场与活动构造的关系

孙建宝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４～２０２１

３ 岩石高速摩擦实验系统的改进及其应用 马胜利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４
丽江－小金河断裂带及其邻区深部电性结构探
测研究

陈小斌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５
荒僻地区连续 ＧＰＳ站长期运行的优化技术试
验研究

甘卫军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６ 丽江－小金河断裂新生代以来运动演化研究 尹功明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７
滇西北地区红河断裂北部尾端第四纪晚期滑

动速率与地震危险性
张金玉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８ 活动隐伏逆断裂研究方法初探 陈　杰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９
根据长期地表形变观测构建空间不均一的断

层摩擦属性
王丽凤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１０
脉冲激发释光技术在构造活跃区石英释光测

年中的应用
覃金堂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１１
老虎山断裂蠕滑段及邻近断裂段的第四纪活

动性与几何复杂度研究
刘　静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１２
海原断裂带 “天祝地震空区”断裂精细运动

特征的 ＧＰＳ观测研究
甘卫军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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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类型 起止时间

１３
天祝地震空区深浅构造及地震活动性的流动

台阵探测研究
陈九辉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１４ 柴达木盆地北缘构造变形与祁连山隆升历史 熊建国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１５
基于宇宙成因核素年代学方法的新疆阿尔泰

地区地貌演化及其控制因素研究
马　严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１６
断层亚失稳过程测震学特征———基于天祝高

频微震台网的信号分析
杨晓松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７
基于时序 ＩｎＳＡＲ的天祝地震空区断裂带形变
场精细观测及地震危险性研究

屈春燕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四、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１、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１）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ＺｈａｎＹａｎ，Ｆａｎ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Ｑｕａｎ，ＬｉｕＪｕｎ，２０２０，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ｅ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Ｐ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６３（５）：ＰＡ５４５

２）白鸾羲，徐锡伟，罗浩，李康，李梦妮，魏雷鸣，王启欣，赵俊香，２０２０，河

套盆地第四纪晚期不整合面的时代厘定及其构造意义讨论，地震地质，４２（４）：８０６—

８２４．

３）ＢａｉＹ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ｕ，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ＢｒｕｎｅＳａｓｃｈａ，ＷｕＳｈｉｇｕｏ，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ｊｉｅ，２０２０，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ｍａｒｇｉｎｓｉｎａｒｉｆｔｉｎｇ，ｄｒｉｆｔｉｎｇ

ａｎｄ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１７（２０２０）：１０４３９７

４）ＢａｉＹ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ｉｙａ，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ＷｕＳｈｉｇｕｏ，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ｊｉｅ，２０２０，

Ａｌｅｕｔｉａｎｉｓｌａｎｄａｒｃｍａｇｍ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ｌｏ

ｇｙ，４３０：１０６３４６

５）鲍艳，王国权，于笑，肖根如，丁晓光，赵瑞斌，甘卫军，２０２０，华北稳定参

考框架 ＮＣｈｉｎａ２０的建立及应用，中国地震，３６（４）：７８８—８０５．

６）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Ｃｈｅｎ

Ｇａｎ，２０２０，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ＷｅｓｔＨｅｌａ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ａｕｌ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５（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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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１９９８３

７）ＢｕｉｊｚｅＬｏｅｓ，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ｅＲｉｋ，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ｐｉｅｒｓＣ．Ｊ．，

２０２０，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ｉｎａ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ｉｅｓｄｕｅｔｏｌｏ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ｇｏｕｇｅｌａｙｅｒ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５（８）：ｅ２０１９ＪＢ０１８４２９

８）曹建玲，张晶，闻学泽，冯蔚，石耀霖，２０２０，由 ｋｍ尺度的跨断层基线测量

断层近场运动与变形———川滇块体东边界 ２个场地的初步实验，地震地质，４２（３）：

６１２—６２７．

９）ＣｈｅｎＧａ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Ｙｕ

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ｐｅｎｇ，２０２０，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ｆｌｕｖｉａｌ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ｕｌｉｎＲｉｖｅｒ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

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６３：１０７２１３

１０）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ｎｄｒｅ，Ｓｐｉ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２０２０，Ｆｌｏｗｔｏ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

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ａｌｃｉｔｅｇｏｕｇ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５１１（１１）：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１９９７０

１１）陈善鹏，尹玲，梁诗明，胡向阳，余小燕，２０２０，深度学习预测 ＧＰＳ时间序

列在探索门源 ＭＳ６４地震前兆中的应用，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４０（１２）：１２４８—

１２５３．

１２）陈顺云，刘培洵，陈立春，刘琼颖，２０２０，热测应力：测震学证据，科学通

报，６５（２２）：２３９５—２４０５．

１３）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ＦｅｎｇＴａｏ，ＷａｎｇＤｏｎｇ，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ＣｈｅｎＬｉ

ｃｈｕｎ，ＸｕＺｈｅｎｇｘ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ｚｅ，２０２０，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５ＮｅｐａｌＭＷ７９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Ｅｎｔｒｏｐｙ，２２（４）：３７７

１４）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２０２０，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ｗｉｄｔｈａｎｄ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

ｔｙｚｏｎｅｓ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ｓｌｉｐ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ｎｅａｒｆａｕｌｔｇｒｏｕ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２３（３）：１４９７—１５１０．

１５）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ｌｉ，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ｇｕｏ，ＨａｎＮａｎａ，２０２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２０１７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ＭＳ７０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ＳＰ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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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９（４）：１９８

１６）陈一方，陈九辉，郭飚，李顺成，齐少华，赵盼盼，李晓姝，２０２０，鄂尔多斯

西缘北段的地壳结构和块体间变形关系，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３）：８８６—８９６．

１７）陈一方，齐少华，陈九辉，郭飚，李顺成，赵盼盼，２０２０，各向异性介质中 Ｓ

波接收函数成像方法，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５）：１８４４—１８５５．

１８）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ＲｏｎｇＹｕｆａｎｇ，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ｌｅＨａｒｏｌｄ，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ＸｕＸｉｗｅｉ，２０２０，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ｃａｌ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

９１（１）：２４８—２６１．

１９）程佳，徐锡伟，陈桂华，２０２０，基于特大地震发生率的川滇地区地震危险性

预测新模型，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３）：１１７０—１１８２．

２０）程理，李光涛，吴昊，余建强，苏刚，２０２０，云南中甸－大具断裂马家村－大

具段古地震初步研究，中国地震，３６（２）：２１１—２２０．

２１）ＣｈｅｎｇＬｉｎ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２０２０，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ｕｒｍａｌｉｎｅ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ｉｎｔｈｅＧｕｒｌａＭａｎｄｈａｔａ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ｃ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

ｂｅｔ，Ｌｉｔｈｏｓ，３６４—３６５：１０５５３３

２２）崔腾发，陈小斌，邓琰，２０２０，郯庐断裂带南段大地电磁主轴方位统计分析

及其意义，地球物理学进展，３５（４）：１２３８—１２４９．

２３）崔腾发，陈小斌，詹艳，赵凌强，刘钟尹，２０２０，安徽霍山地震区深部电性

结构和发震构造特征，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１）：２５６—２６９．

２４）党嘉祥，周永胜，２０２０，花岗质岩石在脆塑性转化域的变形机制，地震地

质，４２（１）：１９８—２１１．

２５）邓金花，韩非，李涛，张博
#

，许建红，姚远，２０２０，帕米尔东北部木吉断层

晚第四纪运动性质和滑动速率的约束，第四纪研究，４０（１）：１１４—１２３．

２６）ＤｅｎｇＹａｎｇｆａｎ，ＰｅｎｇＺｈｉｇａｎｇ，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２０２０，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ｒｅ

ｐｅａｔ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５（７）：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１９５８３

２７）ＤｕａｎＱｉｎｇｂ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２０２０，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ａｓ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ｃｌａｙ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ｒｏｃｋ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５（７）：ｅ２０１９ＪＢ０１８２７８

２８）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ＳｈｉＷｅｉ，ＧｕｏＱｉａｏｑ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Ｓｉｑｉ，ＷｅｉＸｉａｏｔ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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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ａｉｔ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ｄｅ，ＸｉａｏＪｕｌｅ，２０２０，Ａ４５０－

ｙｅａｒ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Ｆｕｙｕｎｆａｕｌｔ，Ａｌｔａ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５５８：７５—８８．

２９）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Ｗｅｉ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ＳｈｉＷｅｉ，ＧｕｏＱｉａｏｑ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Ｓｉｑｉ，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

ＳｏｎｇＨｕｉｍｉｎｇ，Ｘｕ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Ｗｅｎｌ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２０２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ｒ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ｏ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ｓｔ３５０ｙｅａｒｓａｔ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

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７３１：１３８７１４

３０）范晔，崔腾发，杜学彬，叶青，２０２０，中国大陆地电场日变化特征及影响因

素，中国地震，３６（２）：２３４—２４３．

３１）范晔，叶青，刘高川，２０２０，地电暴事件判别方法及特征分析，地震工程学

报，４２（１）：１０７—１１５．

３２）ＦｅｎｇＷａｎｐｅｎｇ，ＳａｍｓｏｎｏｖＳｅｒｇｅｙ，Ｑｉｕ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ｑ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

ＬｉＴａｏ，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２０２０，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ｆａｕｌｔｒｕｐ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ａｐｉｄ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２０１９ｒｉｄｇｅｃｒｅｓｔ，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ｆｒｏｍ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７（５）：ｅ２０１９ＧＬ０８６８８８

３３）Ｇａｏ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ＬｉＺｏｎｇｍｅｎｇ，ＬｉｕＦｅｎｌｉａｎｇ，ＷｕＹａｊｉｅ，Ｌ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ｏＸｉｎ，Ｌｉ

Ｆｕｑｉａｎｇ，ＧｕｏＪｉｎ，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ＰａｎＢａｏｔｉａｎ，ＪｉａＨｏｎｇｔａｉ，２０２０，Ｔｅｒｒａｃ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ｖａｌｌｅ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ＴａｏｈｅＲｉｖｅｒ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３４８：１０６８８５

３４）ＧａｏＪｉ，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Ｓｅｎｑｉ，Ｃｈ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ｐｕ，２０２０，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ＥＧｏｎｇｈｅＢａｓｉ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ｏｒｏ

ｇｅｎｉｃｕｐｌｉｆ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８９：

２２８５２５

３５）ＧａｏＬｉｎ，ＲａｏＧａｎｇ，Ｔａｎｇ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ＱｉｕＪｉａｎｈｕａ，ＰｅｎｇＺｈｅｎｙｕ，ＰｅｉＹａｎｇ

ｗｅｎ，ＹｕＹａｎｇｌｉ，ＺｈａｏＢｏ，ＷａｎｇＲｅｎｆｕ，２０２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ｄｇｅ

ｏｆｔｈｅｓａｌ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Ｋｕｑａｆｏｌｄａｎｄ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Ｗ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４０：１０４１８４

３６）ＧａｏＹｏｎｇｘｉ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ＣｈｏｎｇＪｉａｊｕｎ，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ＳｉｍｏｎＬ．，ＨａｎＢ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Ｆｅｎｇ，Ｗｅｎ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ＺｈａｎＹａｎ，ＴａｎｇＪｉ，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２０２０，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ＭＷ６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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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０年度报告　　

ａｎｄ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ｂ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ｏｍｅｔｅｒ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２２３（２）：１１３０—１１４３．

３７）ＧｅＹｕｋｕｉ，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ｉａｎＹｕｎｔａｏ，ＦｏｘＭａｔ

ｔｈｅｗ，ＺｅｎｇＬｉｎｇｓｅｎ，Ｓｈｅｎ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Ｈｅｎｇ，ＳｕＺｅ，ＸｉｅＫｅｊｉａ，２０２０，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ｏｃｋ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

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３（４）：５１２—５３２．

３８）ＧｕｉＺｈｏｕ，ＢａｉＹ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ｊｉｅ，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ＷｕＳｈｉｇｕｏ，Ｌｉ

Ｔｏｎｇｆｅｉ，２０２０，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ｚｕＢｏｎｉｎＭａｒｉａｎａｓｕｂ

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ｆｒｏｍｂ－ｖａｌｕｅｓ，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１（３）：１６７９—１６９３．

３９）ＧｕｏＰｅｎｇ，ＨａｎＺｈｕｊｕｎ，ＧａｏＦａｎ，Ｚｈ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ＧａｉＨａｉｌｏｎｇ，２０２０，Ａｎｅｗ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１９２７Ｍ８０Ｇｕｌａ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ｎｔｈｅ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ｃｔｏｎ

ｉｃｓ，３９（９）：ｅ２０２０ＴＣ００６０６４

４０）郭稳，王国权，鲍艳，张明聚，孙晓涵，赵瑞斌，甘卫军，２０２０，顾及季节性

变形的 ＧＮＳＳ高层建筑倾斜和沉降观测方法，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４５（７）：

１０４３—１０５１．

４１）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ＭａＪｉｎ，２０２０，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ｆａｕｌｔｍｅｔａ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ａｔｅｂｅｆｏｒ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１（２）：４１７—４３０．

４２）郭志，高星，路珍，２０２０，２０１９年 ６月 １７日四川长宁地震重定位及震源机

制研究，地震学报，４２（３）：２４５—２５５．

４３）郝海健，何宏林，魏占玉，２０２０，地表破裂的几何结构与同震位移的相关

性，地震地质，４２（１）：１０９—１２４．

４４）郝海健，魏占玉，何宏林，刘力强，郭玲莉，２０２０，μｍ级形貌测量系统———

一种新型的断层面微观形貌测量技术，地震地质，４２（４）：９５５—９６７．

４５）何骁慧，李涛，吴传勇，郑文俊，张培震，２０２０，基于区域地震波形的 ２０１７

年新疆精河 ＭＳ６６地震破裂方向性及发震构造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４）：１４５９—

１４７１．

４６）侯丽燕，单新建，龚文瑜，张迎峰，罗恒，赵德政，２０２０，基于多期 ＤＩｎＳＡＲ

数据的 ２０１６年定结地震序列发震断层特征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４）：１３５７—

１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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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Ｈｕ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ＬｉＤｅｈ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ｗｅｉ，ＷａｎｇＨｕｉｙｉ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ｙ

ａ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ｆｕ，ＣｈｅｎＪｉｅ，ＱｉｕＭｅｎｇｈａｎ，ＺｈａｎｇＡｉｍｉｎ，ＳｈｉＬｉｎｇｆａｎ，２０２０，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ＬｈａｓａＢａｓｉｎ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ｌａｓｔｄｅｇｌａｃｉａｌ，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５３６：１—１２．

４８）Ｈｕ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ＲａｈｍａｎＳｕｆｉＭｏｓｔａｆｉｚｕｒ，ＬｉＤｅｈｏｎｇ，Ａｌａｍ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Ｍａｈｂｕｂｕｌ，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ｆｕ，ＪｉｎＺｈｅｎｇｙａｏ，ＦａｎＡｎｃｈｕ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ｅ，ＺｈａｎｇＡｉｍｉｎ，Ｙａｎｇ

Ｗｅｎｑｉｎｇ，２０２０，Ｖｉｃｉｓｓｉｔｕｄｅ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ｏｌｄｅ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ｉｎ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ｒａｈｍａｐｕｔｒａＲｉｖ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５（８）：

１０８９—１０９９．

４９）ＨｕＧａｎｇ，ＹｉＣｈａｏｌｕ，ＬｉｕＪｉｎｈｕａ，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ｆｕ，ＬｉＳｈｅｎｇｈｕａ，Ｌｉ

Ｄｅｈ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ｗｅｉ，ＷａｎｇＨｕｉｙ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Ａｉｍｉｎ，ＳｈｉＬｉｎｇｆａｎ，ＳｈｕｉＸｉａｏｊｉｅ，２０２０，

Ｇｌａｃｉ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ｍｏｒａｉｎｅｄａｍｏｎＭｏｕｎｔＮａｍｃｈａＢａｒｗａ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ｓｔ

Ｇｌａｃｉａｌ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ｓｙｎｔａｘｉｓ，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６５：１０７２４６

５０）胡贵明，陈杰，覃金堂，李盛华，２０２０，北天山安集海河大峡谷 ３７ｋａ以来

的快速下切，科学通报，６５（１５）：１５０６—１５１８．

５１）胡宗凯，杨晓平，杨海波，吴国栋，李军，周本刚，２０２０，北天山博罗可努－

阿齐克库都克断裂精河段的古地震事件，地震地质，４２（４）：７７３—７９０．

５２）黄国娇，巴晶，钱卫，２０２０，层状ＴＩ介质中微地震定位和各向异性速度结构

同时反演，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７）：２８４６—２８５７．

５３）ＨｕａｎｇＹｕｎ，ＸｉａｏＪｕｌｅ，ＸｉａｎｇＲｏｎｇ，ＬｉｕＳｈｅｎｇｆａ，ＫｈｏｋｉａｔｔｉｗｏｎｇＳｏｍｋｉａｔ，

ＫｏｒｎｋａｎｉｔｎａｎＮａｒｕｍｏｌ，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ＷｅｎＲｕｉｌｉｎ，Ｚ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ｒｕｉ，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ｕｏ，２０２０，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Ｉｎｄｉａｎ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ｉｎｔｈｅＡｎｄａｍａｎＳｅ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５５８：２８—３８．

５４）ＪｉＦｅｉ，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ｏ，ＺｈｏｕＸｉｎ，ＢａｉＹ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ＬｉＹｏｎｇｄｏｎｇ，２０２０，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

ｌａｓｔｉｃ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Ｚｅａｌａｎｄｉ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８６：４６—５９．

５５）ＪｉａＢａｏｘｉｎ，ＧａｏＺｏｎｇｘｉａｎ，ＨａｎＸｉｕｈｕｉ，ＪｉｎＪｉａｘｕ，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ｊｕｎ，２０２０，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ａ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Ｐｌｏｓ

Ｏｎｅ，１５（４）：ｅ０２３１４６４

５６）贾宝新，李志永，陈扬，周琳力，刘丰溥，２０２０，非饱和黏性粉土的土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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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０年度报告　　

征曲线试验研究，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３９（５）：３９６—４０２．

５７）贾宝新，刘丰溥，赵良，周琳力，李志永，２０２０，公路改扩建导致新老路基

差异沉降的因素分析，安全与环境学报，２０（１）：６７—７２．

５８）贾宝新，王坤，孙傲，周琳力，孙闯，苏丽娟，２０２０，含采空区层状岩体微震

信号传播规律试验研究，岩土力学，４１（１０）：３２５５—３２６５．

５９）贾宝新，杨成方，王荷，高宗贤，王坤，２０２０，封闭不补水条件下粉土冻胀

特性试验研究，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３９（３）：２１９—２２５．

６０）Ｊｉａ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ＳｕｎＪｉｍｉｎ，ＬｕＬｉｘ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２０２０，Ｌａｔｅ

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Ｈａｒｋ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ＡＦＴａｎｄＡ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１：１０４１９８

６１）简慧子，王丽凤，任治坤，龚文瑜，李彦川，刘金瑞，２０２０，基于 ＧＰＳ速度

场研究鄂拉山断裂现今滑动速率和闭锁状态，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３）：１１２７—１１４２．

６２）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ＣｈｅｎＣｈｉｅｎＣｈｉｈ，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ｊｉａ，２０２０，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ｄｅｎｓｅｇｅ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Ｐ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７７（１）：４４１—４５４．

６３）ＪｉａｎｇＧｕｏｙａｎ，ＱｉａｏＸｕｅｊｕ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ＬｕＲｅｎｑｉ，ＬｉｕＬｉｎ，ＹａｎｇＨｏｎｇ

ｆｅｎｇ，ＳｕＹｕａｎｄａ，ＳｏｎｇＬｉｌｉ，ＷａｎｇＢａｏｓｈａｎ，ＷｏｎｇＴｅｎｇｆｏｎｇ，２０２０，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ｈｏｒｉ

ｚｏ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ｎ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Ｈｕｔｕｂｉ（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ｇａｓｓｔｏｒａｇ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ｆｏ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３０：１１５９４３

６４）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ｊｕｎ，ＬｉＣｈａｎｇ′ａｎ，ＫａｎｇＣｈｕｎ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Ｙｕｆｅｎ，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Ｚｈａｏ

Ｊｕｘｉｎｇ，ＬｉＹａｗｅｉ，２０２０，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ｐｐ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ｓ：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ｈｅａｖ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ｔｅ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５６８：７９—８９．

６５）ＪｉｎｇＸｉａｎ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ｙｕ，ＥｖａｎｓＤａｖｉｄＡ．Ｄ．，ＴｏｎｇＹａｂｏ，ＸｕＹｉｎｇｃｈａｏ，

ＷａｎｇＨｅｎｇ，２０２０，Ａｐａｎ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ＲｏｄｉｎｉａｉｎｔｈｅＴｏｎｉａｎｔｒｕｅｐｏｌａｒｗａｎｄｅｒｆｒａｍｅ，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３０：１１５８８０

６６）ＬｅｉＪｉｎｇｈａｏ，ＬｉＹｏｕｌｉ，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ＷａｎｇＹｉｒａｎ，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Ｘｉｎ

Ｗｅｉｌｉｎ，ＨｕＸｉｕ，ＺｈｏｎｇＹｕｅｚｈｉ，ＬｉｕＦｅｉ，２０２０，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Ｅｘａｍｐｌｅ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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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１２５（２）：ｅ２０１９ＪＢ０１８６３４

６７）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ＳｕＪｉｎｒｏ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２０２０，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３：

１６３３—１６６０．

６８）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ＳｕｎＪｉｍｉｎ，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Ｍａ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

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ＨａｏＹｕｑｉ，２０２０，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ａｌｅｏ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ｓｔ～２７ｍｙｒｆｒｏｍ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５３７：１０９３７３

６９）Ｌ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

ＨｕａｎｇＺｉ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Ｒｕｉ，ＬｉＪｉｎ，ＮｉｅＪｉｎｇ，２０２０，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１９ＭＷ７１Ｒｉｄｇｅｃｒｅｓｔ，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ｒｅ

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ＳＡＲａｎ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２（２３）：３８８３

７０）Ｌｉ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２０２０，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８ＭＷ７５Ｐａｌ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

ｓｕｂｐｉｘｅ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２（２０）：３４３６

７１）李得宴，杨维芳，高志钰，李蓉蓉，２０２０，不同饱和水汽压模型对 ＧＮＳＳ反

演可降水量的影响分析，全球定位系统，４５（６）：５５—６３．

７２）李环宇，丁锐，张世民，２０２０，丽江－小金河断裂南、中段地貌特征及构造

指示意义，震灾防御技术，１５（２）：３８０—３９１．

７３）李环宇，丁锐，张世民，赵国存，和国文，２０２０，浅层地震勘探与联合钻孔

探测揭示丽江－小金河断裂隐伏段复杂花状构造特征，中国地震，３６（１）：１—１３．

７４）李佳昱，郑文俊，王伟涛，王英，张培震，王洋，２０２０，青藏高原东北部龙首

山晚新生代剥露历史：来自磷灰石 （Ｕ－Ｔｈ） ／Ｈｅ的证据，地震地质，４２（２）：４７２—

４９１．

７５）ＬｉＬｅｉ，ＢｏｕéＰｉｅｒｒｅ，ＣａｍｐｉｌｌｏＭｉｃｈｅｌ，２０２０，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ｐｕｒｉｏｕｓ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ｎｏｉｓ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１（１）：

１７３—１８４．

７６）ＬｉＬｅｉ，ＢｏｕéＰｉｅｒｒｅ，ＲｅｔａｉｌｌｅａｕＬｉｓｅ，ＣａｍｐｉｌｌｏＭｉｃｈｅｌ，２０２０，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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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ｎｏｉｓ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ｂｏｄｙｗａｖｅｓｗｉｔｈｏｃｅａｎｗａｖ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ｍｉｃｒｏ

ｓｅｉｓｍｓｏｕｒｃｅｓ，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１（９）：ｅ２０２０ＧＣ００９１１２

７７）李满，肖骑彬，喻国，２０２０，阿尔金走滑断裂带昌马段的电性结构样式及构

造意义，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１１）：４１２５—４１４３．

７８）李秋立，李扬，刘春茹，路凯，覃金堂，王非，王天天，王银之，吴黎光，杨

传，尹功明，李献华，２０２０，地质年代学主要数据库现状分析与展望，高校地质学报，

２６（１）：４４—６３．

７９）ＬｉＳｈｉｈｕ，ｖａｎＨｉｎｓｂｅｒｇｅｎＤｏｕｗｅＪ．Ｊ．，ＮａｊｍａｎＹａｎｉ，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Ｄ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ＺｈｕＲｉｘｉａｎｇ，２０２０，Ｄｏｅｓｐｕｌｓｅｄ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ｗｉｔｈＩｎｄｉａｎ

ｐｌａｔｅｍｏ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３６：１１６１４４

８０）ＬｉＳｈｕａｉ，ＬｉＹａｌｉｎ，Ｔａｎ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ＭｅｎｇＪｕｎ，Ｓ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ｍｅｉ，ＷｅｉＹｕｓｈｕａｉ，

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２０２０，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ｅｓｒｅｖｅａｌＮｅ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ｅｔｈｙｓ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

１０４５１６

８１）李通，郭志，高星，２０２０，云南通海 ２０１８年 ８月地震序列重定位及震源机

制，地震地质，４２（４）：８８１—８９２．

８２）ＬｉＸｉｎｇ，ＸｕＷｅｎｂｉｎ，ＪｏｎｓｓｏｎＳｉｇｕｒｊｏｎ，ＫｌｉｎｇｅｒＹａｎ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２０２０，

Ｓｏｕｒｃ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４ＭＷ６９Ｙｕｔ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ｔ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

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ｉｂｅ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ｓ，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１

（６）：３１６１—３１７０．

８３）ＬｉＸｕｅｍｅ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ＭａＺｉｆａ，ＬｉｕＫａｎｇ，

ＭａＹａｎ，２０２０，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ｂｅｄｒｏｃｋｃｈａｎｎｅ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ａｑｉｎｇＳｈａｎｉｎ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

ｌｉａ，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ｔｈｅＨｅｔａｏＢａｓｉｎａｎｄ

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９０：２２８５５８

８４）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ＱｉａｏＸｉｎ，ＺｈａｏＬｅｉ，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

２０２０，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８ＭＷ７２Ｐｉｎｏｔｅｐａ，Ｍｅｘｉｃ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Ｉｎ

ＳＡＲａｎｄＧＰＳｄａｔ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１０（３）：１１１５—

１１２４．

８５）ＬｉＹｕｊ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Ｔａｎ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Ｌｉａｎ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Ｙａｎ，２０２０，Ｓｅｉｓ

ｍ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６ＭＷ６０Ｈｕｔｕｂ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ｒｅｇｉ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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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 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ｓｔｒａｉｎｓｔｅｐ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８：５８８３０４

８６）李长军，甘卫军，郝明，王庆良，庄文泉，杨帆，２０２０，基于 ＧＰＳ观测的鄂

尔多斯地块及其周缘现今的运动学特征，地震地质，４２（２）：３１６—３３２．

８７）Ｌｉ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ＦａｎｇＬｉｈｕａ，ＺｈｏｕＲｅｎｊｉｅ，Ｅｒｉｎ

Ｓｅａｇｒ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ＺｈｕａｎｇＷｅｎｑｕａｎ，ＹａｎｇＦａｎ，２０２０，Ｄｉｆｆｕｓｅ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５（１０）：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１９３８３

８８）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ＣｈｅｎＷｅｉ，ＪｉａＤｏｎｇ，ＳｕｎＣｈｕ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

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ＬｉＴａｏ，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２０２０，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３Ｄｆｏｌ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３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Ｄｕｓｈａｎｚｉ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９（２）：ｅ２０１９ＴＣ００５７１３

８９）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Ｌｉｃｈｕｎ，Ｒａｎ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ＬｉＹａｎｂａｏ，ＧａｏＳｈｕａｉｐｏ，Ｈａｎ

Ｍｉｎｇｍｉｎｇ，ＬｕＬｉｌｉ，２０２０，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ｎｔｈｅＬｕｈｕｏｓｅｇ

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ｓｔ

３０００ｙｅａｒ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８：２７４

９０）梁明剑，陈立春，冉勇康，李彦宝，王栋，高帅坡，韩明明，曾蒂，２０２０，鲜

水河断裂带雅拉河段晚第四纪活动性，地震地质，４２（２）：５１３—５２５．

９１）Ｌｉ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ＬｉＺｈｅｎ，ＱｉａｏＤｅ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ＢｉＨａｉｙｕｎ，

２０２０，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ｓｅａｉｃ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ｉｔｈＥＲＡ

Ｉｎｔｅｒｉｍ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ｉｎＰｏ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２（１８）：２８８０

９２）林旭，刘静，吴中海，王世梅，赵希涛，陈勇，李兆宁，刘海金，２０２０，中国

北部陆架海碎屑锆石 Ｕ－Ｐｂ年龄和钾长石主微量元素物源示踪研究，地质学报，９４

（１０）：３０２４—３０３５．

９３）林旭，赵希涛，吴中海，李长安，刘海金，李兆宁，２０２０，渤海湾周缘主要河

流钾长石物源示踪指标研究，地质科技通报，３９（６）：１０—１８．

９４）刘白云，尹志文，袁道阳，李亮，王维欢，２０２０，青藏高原东北缘老虎山断

裂的断层面参数拟合及其几何意义，地震地质，４２（６）：１３５４—１３６９．

９５）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ＷａｎｇＷｅｉ，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２０２０，Ａｎｅｗ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ｆｒｏｍ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ａｎＡｒｇｏ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Ｇｅｏ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０年度报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２１（３）：２０１０—２０２５．

９６）刘贵，２０２０，韧性剪切带内的流体与岩石相互作用研究进展，地质力学学

报，２６（２）：１７５—１８６．

９７）刘贵，周永胜，２０２０，花岗岩剪切变形与矿物成分变化的高温高压实验，地

质通报，３９（１１）：１８４０—１８４９．

９８）ＬｉｕＪｉｎｒｕｉ，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ＭｉｎＷｅｉ，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２０２０，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ｋｓａｙ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ｒａｐｉｄ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ａ

ｌｏｎｇ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ｓｐｈｅｒｅ，１６（６）：１５３８—１５５７．

９９）刘康，王伟涛，赵旭东，庞建章，俞晶星，２０２０，青藏高原东北缘柴达木盆

地红沟剖面物源分析及其构造意义，地质学报，９４（３）：７１６—７２８．

１００）ＬｉｕＱｉｏｎｇ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ＣｈｅｎＬｉｃｈｕ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ＹａｎｇＺｈｕｚｈｕａｎ，Ｌｕ

Ｌｉｌｉ，２０２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ｆｌｕ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ｗｏ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ｕ

ｓｉｎｇ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ｂｅｄｒｏｃｋ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５９０：１２５２４５

１０１）刘雁江，刘彩彩，张竹琪，刘康，任治坤，张会平，李传友，徐红艳，李雪

梅，２０２０，海原断裂带老虎山段断层岩磁学研究及其构造意义，地球物理学报，６３

（６）：２３１１—２３２８．

１０２）ＬｉｕＹａ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２０２０，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ｈｏｒｎｂｌｅｎｄ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ｌｏｗｓｌｉｐ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９６：２２８６４４

１０３）刘洋，何昌荣，２０２０，普通角闪石的速率依赖性及其对俯冲带慢滑移机制

的启示，地震地质，４２（６）：１２６７—１２８１．

１０４）ＬｉｕＹｉｄｕｏ，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ＹｅＹｉｊｉａ，ＺｈｏｕＣｈａｏ，ＬｕＲｅｎｑｉ，Ｍｕｒｐｈ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Ａ．，

ＸｕＸｉｗｅｉ，ＳｕｐｐｅＪｏｈｎ，２０２０，Ｒｏｌｅｏｆｅｒｏｓ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ｒｕｓｔｒｅ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ａｐｅｒ

ｗｅｄｇｅ：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４０：

１１６２７０

１０５）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ＺｈａｎｇＺ．，ＲｏｌｌｉｎｓＣ．，ＧｕａｌａｎｄｉＡ．，ＡｖｏｕａｃＪ．Ｐ．，ＳｈｉＨ．，Ｗａｎｇ

Ｐ．，ＣｈｅｎＷ．，ＺｈａｎｇＲ．，ＺｈａｎｇＰ．，ＷａｎｇＷ．，ＬｉＹ．，ＷａｎｇＴ．，ＬｉＺ．，２０２０，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１５ＭＷ７８Ｇｏｒｋｈａ（Ｎｅｐ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ＮｅｗＧＰＳｄａｔａ，ｋｉｎｅ

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ｓｏｆａｆｔｅｒｓｌｉｐａｎｄ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５（９）：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１９８５２

１０６）卢帮华，王萍，王慧颖，赖忠平，邓志辉，毕丽思，王万合，２０２０，珠江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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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洲西缘西江断裂鹤山－磨刀门段的活动性，地震地质，４２（６）：１３７０—１３８４．

１０７）ＬｕＨｏｎｇｈｕａ，ＷｕＤｅｎｇｙ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ＭａＹｕａｎｘｕ，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Ｌｉ

Ｙｏｕｌｉ，２０２０，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ｒｉｖｅｒ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５７：１０７１００

１０８）ＬｕＹａｎｇｗｅｉ，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ｊｉｅ，ＪｉＳｈｅｎｇｙｕｅ，ＣｈｅｎＷｕ，２０２０，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ｏｎｇ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ＧＮＳＳｉｎ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Ｒａｄ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５５（８）：ｅ２０１９ＲＳ００７００４

１０９）Ｌｕ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Ｂｉｎｋａｉ，ＪｉｎＱｉｎｇｈｕａ，２０２０，ＬａｔｅＭｉｏＰｌｉｏ

ｃｅｎ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ｋａＢａｓｉ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５５２：

１０９７７８

１１０）罗全星，李传友，任光雪，李新男，马字发，董金元，２０２０，阳高－天镇断

裂晚第四纪活动特征及滑动速率，地震地质，４２（２）：３９９—４１３．

１１１）ＭａＸｉ，ＭａＨ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２０２０，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ｌｅａｃ

ｈｉｎｇ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ｆｒｏｍｂｉｏｔｉｔｅｉｎＨ２ＳＯ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ｓｅｌｅｃｔ，５（３８）：１１９５５—１１９６０．

１１２）ＭａＸｉ，ＭａＨ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ｕｏＲｕｏｙｕ，２０２０，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Ｋ２Ｏ－

ＭｇＯ－ＳｉＯ２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ａｓ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ｓｆｒｏｍａｃｉｄｌｅａｃｈｅｄｂｉｏｔｉｔｅ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Ｃｅｒａｍ

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４６（２）：１４０３—１４１０．

１１３）马张烽，岳东杰，蒋弥，刘恋，２０２０，基于迪杰斯特拉算法的哨兵卫星

ＴＯＰＳ模式时序影像精配准，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４５（６）：９０４—９１３．

１１４）ＭａＺｉｆａ，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ＴａｏＹａｌｉｎｇ，ＬｉＸｕｅｍｅｉ，２０２０，Ｉｎｖｅｒ

ｓｉｏｎｏｆＤａｄｕｒｉｖｅｒｂｅｄｒｏｃｋ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ｕｐｌｉｆ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

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７（４）：ｅ２０１９ＧＬ０８６８８２

１１５）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Ｒｅｉｋｅｎ，ＩｍａｎｉｓｈｉＫａｚｕｔｏｓｈｉ，ＯｈｔａｎｉＭａｋｉｋｏ，ＫｕｗａｈａｒａＹａｓｕｔｏ，

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２０２０，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

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ｓ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７７（１）：３７—５３．

１１６）ＯｕＱ．，ＫｕｌｉｋｏｖａＧ．，ＹｕＪ．，ＥｌｌｉｏｔｔＡ．，ＰａｒｓｏｎｓＢ．，ＷａｌｋｅｒＲ．，２０２０，Ｍａｇｎｉ

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１９２０Ｈａｉｙ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５（８）：ｅ２０１９ＪＢ０１９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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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０年度报告　　

１１７）ＯｖｓｙｕｃｈｅｎｋｏＡ．Ｎ．，ＬａｒｋｏｖＡ．Ｓ．，ＳｙｓｏｌｉｎＡ．Ｉ，ＲｏｇｏｚｈｉｎＥ．Ａ．，ＳｏｂｉｓｅｖｉｃｈＡ．

Ｌ．，ＣｈｅｎＪ．，ＬｉｕＪ．，ＱｉｎＪ．，２０２０，Ｒｅｃｅｎ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ｒｕｐｔｕｒ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ｍｕｄｖｏｌｃａｎｏｏｆＭｏｕｎｔ

Ｋａｒａｂｅｔｏｖａ，Ｔａｍａｎ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Ｄｏｋｌａｄｙ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４９２（１）：３６１—３６５．

１１８）潘波，程滔，徐丹，刘松军，２０２０，长白山天池火山天文峰期黄色浮岩成因

研究，岩石学报，３６（７）：２０６７—２０８０．

１１９）ＰａｎＢｏ，ｄｅＳｉｌｖａＳｈａｎａｋａＬ．，ＸｕＪｉａｎｄｏｎｇ，ＬｉｕＳｏｎｇｊｕｎ，ＸｕＤａｎ，２０２０，Ｌａｔｅ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ｔｏ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ｅｒｕｐｔｉｖ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ａｎＴｉａｎｃｈｉＶｏｌｃａｎｏ，Ｃｈｉｎａ／

ＤＰＲＫ：Ｎｅｗｆｉｅｌｄ，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ｏｌｃａ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３９９：１０６８７０

１２０）覃金堂，陈杰，李涛，２０２０，阿尔金断裂带中段现代沉积物样品钾长石红

外激发后红外释光的残留信号———对年轻古地震事件测年的指示意义，地震地质，

４２（４）：９８１—９９２．

１２１）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ＱｉａｏＸｉ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ａｏＬｅｉ，ＧｏｎｇＷｅ

ｎｙｕ，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２０２０，ＩｎＳＡＲ３－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５ＭＷ７８

Ｎｅｐ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ａｕｌｔ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１２（２３）：３９８２

１２２）ＲｅｂｅｔｓｋｙＹｕ．Ｌ．，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２０２０，Ｆｒｏ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ｉ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ｚｏｎｅｓ

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ｅｇ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Ｐ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７７

（１）：４２１—４４０．

１２３）任龙龙，张波，郑德文，王洋，张进江，李晓蓉，陈思雨，张磊，２０２０，哀牢

山－红河剪切带渐新世的构造体制转换与剥露历史：来自哀牢山南段磷灰石裂变径迹

的证据，岩石学报，３６（６）：１７８７—１８０２．

１２４）ＲｏｇｏｚｈｉｎＥ．Ａ．，ＧｏｒｂａｔｉｋｏｖＡ．Ｖ．，ＳｔｅｐａｎｏｖａＭ．Ｙｕ．，ＫｈａｒａｚｏｖａＹｕ．Ｖ．，Ｓｙｓｏ

ｌｉｎＡ．Ｉ．，ＡｎｄｒｅｅｖａＮ．Ｖ．，ＰｏｇｒｅｂｃｈｅｎｋｏＶ．Ｖ．，ＣｈｅｒｖｉｎｃｈｕｋＳ．Ｙｕ．，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ｕＪｉａｏ，

ＯｖｓｙｕｃｈｅｎｋｏＡ．Ｎ．，ＬａｒｋｏｖＡ．Ｓ．，２０２０，Ｄｅｅ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Ｃａｕｃａｓｕｓｆｒｏｍ ｎｅｗ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Ｉｚ

ｖｅｓｔｉｙａ，５６（６）：７７２—７８８．

１２５）ＲｏｎｇＹｕｆａｎｇ，ＸｕＸｉｗｅｉ，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ｌｅＨａｒｏｌｄ，Ｓ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２０２０，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３６（Ｓ１）：１８１—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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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阮帅，汤吉，陈小斌，董泽义，孙翔宇，２０２０，三维大地电磁自适应 Ｌ１范

数正则化反演，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１０）：３８９６—３９１１．

１２７）阮帅，汤吉，董泽义，王立凤，邓琰，韩冰，２０２０，基于三维大地电磁 ＡＲ

ＱＮ反演的长白山天池火山区电性结构，地震地质，４２（６）：１２８２—１３００．

１２８）商咏梅，杨，杨晓松，２０２０，青藏高原东南缘中－下地壳地震波各向异性

成因———来自云南六合深源包体组构学的约束，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２）：４６０—４７７．

１２９）ＳｈｉＷｅｉ，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ＭａｏＸｕｅ，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２０２０，Ｐｏｌｌ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ｃｌｉ

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ｓｔｄｅｇｌａ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ＰｌｏｓＯｎｅ，１５

（５）：ｅ０２３２８０３

１３０）ＳｈｉＷｅｎｂｅｉ，ＷａｎｇＦｅｉ，ＹａｎｇＬｉｅｋｕｎ，ＷｕＬｉｎ，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ｂｉｎ，ＷａｎｇＹｉｎｚｈｉ，

２０２０，４０Ａｒ／３９Ａｒ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ｂａｓｉｃｆｅｌｓｉｃｄｉ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ｕｌｕＯｒｏｇｅ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Ｃｈｉ

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５５（７）：５５７４—５５９３．

１３１）ＳｈｕＰｅｎｇ，ＭｉｎＷｅｉ，ＬｉｕＹｕｇａｎｇ，ＸｕＸｉｗｅｉ，ＬｉＫａｎｇ，Ｙｕ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Ｙａｎｇ

Ｈａｉｂｏ，ＬｕｏＨａｏ，ＷｅｉＳｈａｏｇａｎｇ，Ｆ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ｈａｏ，２０２０，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ｔｈｅＹｉｌａｎＹｉｔｏ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ｓｏｆ

ｔｈｅＴａｎｌｕ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０４５０９

１３２）ＳｏｎｇＤｏｎｇｍｅｉ，ＳｕｎＮｉｎｇ，ＸｕＭｉｎｇ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２０２０，Ｆａｓｔ

ｕｎｍｉｘｉｎｇｏｆｎｏｉｓｙ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ｅｒｔｅｘ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４６（１）：３４—４８．

１３３）ＳｏｎｇＤｏｎｇｍｅｉ，ＴａｎＸｕａｎ，Ｗａｎｇ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Ｃｕｉ

Ｊｉａｎｙｏｎｇ，２０２０，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ａｍａｇ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ｕｓｉｎｇ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ｒｙ，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４１（３）：１０４０—１０６６．

１３４）ＳｕＬｉｎａ，ＳｈｉＦｕｑｉａ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ＳｕＸｉａｏｎｉｎｇ，ＹａｎＪｕｎｙｉ，２０２０，Ｐｒｏｂｉｎｇ

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ｓｌｉｐａｎｄ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１５ＭＷ７８Ｇｏｒｋｈ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３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Ｅａｒｔｈ，Ｐｌａｎｅｔｓ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７２：１６８

１３５）ＳｕＱｉ，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Ｍａｎｏｐｋａｗｅｅ

Ｐｉｃｈａｗｕｔ，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２０２０，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ａｔＱｉｎｇｔｏｎｇＧｏｒｇｅ

（ＮＥＴｉｂｅｔ）：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Ｇｅ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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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０年度报告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４９：１０６８８９

１３６）孙凯，孟国杰，洪顺英，董彦芳，李成龙，２０２０，顾及相干系数的 ＩｎＳＡＲ形

变场采样算法，遥感信息，３５（５）：１０６—１１２．

１３７）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Ｙａｎ，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ｒｔｙｎ，ＥｇｂｅｒｔＧａｒｙ，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

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ＣｕｉＴｅｎｇｆａ，ＬｉｕＺｈｏｎｇｙｉｎ，

ＨａｎＪｉｎｇ，２０２０，３－Ｄ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ｏｓｔＫｕｎｌｕ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

ｔｏｓｔｒａｉ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ＭＳ７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５（５）：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１９７３１

１３８）孙翔宇，詹艳，赵国泽，赵凌强，邓琰，胡亚轩，胡久常，向小娟，２０２０，琼

东北马鞍岭－雷虎岭火山区深部岩浆系统大地电磁三维探测，地震地质，４２（３）：

６４０—６５３．

１３９）孙翔宇，詹艳，赵凌强，陈小斌，李陈侠，孙建宝，韩静，崔腾发，２０２０，东

昆仑断裂带东端和 ２０１７年九寨沟 ７０级地震区深部电性结构探测，地震地质，４２

（１）：１８２—１９７．

１４０）谭俊卿，杨润海，向涯，王彬，姜金钟，２０２０，匹配滤波和曲波去噪相结合

的气枪主动源弱信号提取，地震研究，４３（４）：７０１—７１０＋７６８

１４１）ＴａｏＹａｌｉｎｇ，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Ｌｅｙｉ，２０２０，Ｃｌｉ

ｍａｔｅｄｒｉｖｅ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ｉｎｃｅ２００ｋａ：Ａｒｅｖｉｅｗ，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３７：１０６３０３

１４２）陶亚玲，张会平，葛玉魁，庞建章，俞晶星，张佳伟，赵旭东，马字发，

２０２０，青藏高原东缘新生代隆升剥露与断裂活动的低温热年代学约束，地球物理学

报，６３（１１）：４１５４—４１６７．

１４３）田平，何昌荣，２０２０，热水条件下透辉石的摩擦本构特征，地球物理学报，

６３（１２）：４４４０—４４５０．

１４４）田晓峰，熊伟，王夫运，徐朝繁，段永红，嘉世旭，２０２０，京津地区顺义－

塘沽高分辨地震折射剖面的走时成像结果及其揭示的上地壳断裂构造特征，地震地

质，４２（２）：４１４—４３４．

１４５）ＷａｎｇＢｉｒｅｎ，ＺｈｏｕＺｈｉｇｕａ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ＬｉＳｈｕｃａｉ，ＺｈｏｕＹｉ，ＺｈａｎｇＸｉ

ａｏｆｅ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ｃｈｕａｎ，２０２０，ＡＬａｔ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ＥａｒｌｙＰｅｒｍｉａｎｂａｃｋａｒｃｂａｓｉｎｉ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ｆｒｏ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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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ｈｏｕｓｈａｎｇｏ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５（２）：１０９８—１１１４．

１４６）ＷａｎｇＣｈａｏ，Ｍａ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ＬｉｕＧｕ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ｕＨａｉｂｉｎ，ＭａＱｉｎｗｅｉ，２０２０，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ｒｔｕｐｔｉ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ａ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ｂｉｎｏｃｕｌａｒ

ｓｔｅｒｅ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ｓｅｒ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２６：１０５８６１

１４７）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ｎｙｕ，ＸｉｕＷｅｎｑｕｎ，ＺｈａｎｇＢｏｃ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

ＬｉｕＰｅｎｇ，２０２０，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２０１８Ｌｏｍｂｏｋ，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１（２Ａ）：７３３—７４４．

１４８）王浩然，陈杰，李涛，李跃华，张博
#

，２０２０，北天山前陆盆地前缘西湖背

斜带第四纪褶皱作用，地震地质，４２（４）：７９１—８０５．

１４９）王慧颖，王萍，胡钢，葛玉魁，２０２０，溃决大洪水的地貌、沉积特征与水力

学重建，第四纪研究，４０（５）：１３３４—１３４９．

１５０）王金艳，鲁人齐，张浩，李菊红，李丽梅，许汉刚，顾勤平，疏鹏，侯莹，

２０２０，郯庐断裂带江苏段新生界三维地质构造建模，地震学报，４２（２）：２１６—２３０＋

２４５

１５１）王莅斌，尹功明，袁仁茂，王盈，苏刚，２０２０，金沙江中游永胜昔格达层软

沉积变形构造，地震地质，４２（５）：１０７２—１０９０．

１５２）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ＢａｒｂｏｔＳｙｌｖａｉｎ，２０２０，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ｔｒｅｍｏｒｓｂｙｔｈｅｒ

ｍａｌ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ｚｏ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６（３６）：ｅａｂｂ２０５７

１５３）ＷａｎｇＭ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２０２０，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ｔａｌＣｈｉｎａ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ＧＰＳ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５（２）：ｅ２０１９ＪＢ０１８７７４

１５４）王敏，沈正康，２０２０，中国大陆现今构造变形：三十年的 ＧＰＳ观测与研究，

中国地震，３６（４）：６６０—６８３．

１５５）王鹏，刘小利，刘静，邵延秀，韩龙飞，２０２０，虚拟现实技术及其在地球科

学中的应用，地质科学，５５（１）：２９０—３０４．

１５６）Ｗ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ＷｕＷｕｊｕｎ，ＬｉＱｉ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Ｃｈａｏ，Ｌｉ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Ｙａｎ，

Ｗ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ｈｕ，ＸｕＭｉｎｇｊｉｅ，ＧｕｏＺｈｉ，２０２０，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ｒｕｐｔｕｒ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２８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ＭＷ５０４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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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ｙ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９（１１）：ｅ２０２０ＴＣ００６２４４

１５７）ＷａｎｇＳｉｙｕ，ＪｉａｏＲｕｏｈｏｎｇ，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ＷｕＣｈｕａｎｙｏｎｇ，ＲｅｎＧｕａｎｇｘｕｅ，

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２０２０，Ａｃｔｉｖｅｔｈｒｕｓｔｉｎｇｉｎａｎｉｎｔｅｒｍｏｎｔａｎｅｂａｓｉｎ：ＴｈｅＫｕｍｙｓｈ

ｆａｕｌｔ，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９（８）：ｅ２０１９ＴＣ００６０２９

１５８）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Ｐ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０，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３９（４）：

ｅ２０１９ＴＣ００５７０５

１５９）王小龙，雷兴林，马胜利，张烨，郭志，闻学泽，２０２０，利用远震研究四川

盆地及其周缘瑞利面波相速度和方位各向异性，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２）：４４５—４５９．

１６０）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ｕｏ，Ｈｏｌ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ＧｈｏｓｈＡｔｔｒｅｙｅｅ，２０２０，Ｄａｔａｆｏｒ“ｊｏｉｎｔ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ｏｆ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ｍａｎｔ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ｎｄＤ″ｌａｙｅｒｓ”，ＤａｔａｉｎＢｒｉｅｆ，２８：１０４９３５

１６１）王阎昭，王敏，２０２０，关于阿尔金断裂错动速率研究的综述及其启示，中

国地震，３６（４）：８１７—８２６．

１６２）王一舟，郑德文，张会平，李朝鹏，郝宇琦，张瑞，２０２０，华山山前正断层

的分段活动特征———来自河流地貌参数的约束，地震地质，４２（２）：３８２—３９８．

１６３）ＷａｎｇＹｉｒａｎ，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Ｙｏｕｌｉ，ＨｕＸｉｕ，ＬｅｉＪｉｎｇ

ｈａｏ，２０２０，Ｄｅｄｕｃｉｎｇ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ｃａｌｅｒｅｖｅｒｓｅ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ｆｏｌｄｅｄ

ｒｉｖｅｒ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９（１）：ｅ２０１９ＴＣ００５９０１

１６４）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ＨａｏＹｕｑｉ，２０２０，Ｃｈａｎｎｅ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ａｂｒｕｐ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ｕｐｌｉｆｔｒａｔｅｓ：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Ｌａｔ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ｔｏＰｌｉｏｃｅｎ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Ｑｉｎｌ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ＷｅｉｈｅＧｒａｂｅ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０（１）：７８６６９７２

１６５）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ＨｅＨｕａｉｙｕ，ＬｅｙａＩｎｇｏ，ＲａｎｊｉｔｈＰ．Ｍ．，ＳｕＦｅｉ，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Ｐ．Ｃ．，

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ｔ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２０２０，Ｔｈｅｎｏｂｌｅｇａｓｅｓｉｎｆｉｖｅ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ｓｆｒｏｍ

Ｇｒｏｖ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ｉ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２：１０５０４５

１６６）王永全，李清泉，汪驰升，朱家松，王新雨，２０２０，基于系留无人机的应急

测绘技术应用，国土资源遥感，３２（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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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王阅兵，甘卫军，张锐，游新兆，２０２０，朝鲜 ２０１７年核爆对中国东北地区

形变场的影响，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４０（１）：１１—１６．

１６８）Ｗａ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ＷａｎＹｏｎｇｇｅ，２０２０，

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７（２２）：ｅ２０２０ＧＬ０８９５６９

１６９）魏传义，刘春茹，李长安，尹功明，韩非，张岱，李亚伟，张玉芬，２０２０，宜

昌砾石层石英 Ｔｉ－Ｌｉ心 ＥＳＲ年龄及其对三峡贯通时限的指示，地震地质，４２（１）：

６５—７８．

１７０）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ＶｏｉｎｃｈｅｔＰｉｅｒｒｅ，ＺｈａｎｇＹｕｆｅｎ，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ＬｉｕＣｈｕｎ

ｒｕ，ＫａｎｇＣｈｕｎｇｕｏ，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ＳｕｎＸｉｌｉｎ，ＬｉＣｈａｎｇ′ａｎ，２０２０，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ｅ

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ＹｉｃｈａｎｇＧｒａｖｅｌＬａｙ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Ｂａｓ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Ｖａｌｌｅｙ，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５５０：３９—５４．

１７１）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Ｙａｗｅｉ，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ＬｉＷｅｎｐｅｎｇ，ＧｕｏＲｕ

ｊｕｎ，２０２０，Ｑｕａｒｔｚ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ＡｌａｎｄＴｉＬ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ａｓａ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５６２：７６—８４．

１７２）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ＳｕｎＷｅｎ，ＺｈｕａｎｇＱｉｔｉａｎ，ＬｉａｎｇＺｉｈａｎ，２０２０，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ｌｉｎｋａｇｅｕｓ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ｅＤｕｚｈａｎｚｉ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３３：１０３９９０

１７３）温少妍，李成龙，李金，２０２０，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１９日新疆伽师 ＭＳ６４地震 Ｉｎ

ＳＡＲ同震形变场特征及发震构造初步探讨，内陆地震，３４（１）：１—９．

１７４）温少妍，单新建，张迎峰，刘云华，汪驰升，宋春燕，２０２０，基于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１Ａ的新疆阿克陶 ＭＳ６７地震同震形变与滑动分布特征，地震地质，４２（６）：１４０１—

１４１６．

１７５）ＷｕＣｈｕａｎｙｏｎｇ，Ｒｅｎ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Ｌｉｕ

Ｊｉｎｒｕｉ，ＷａｎｇＳｉｙｕ，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２０２０，Ｏｂ

ｌｉｑｕｅｒｉｇｈ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ＩｌｉＢａｓｉ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

Ｓｈａ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９（１０）：ｅ２０２０ＴＣ００６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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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ＷｕＣｈｕａｎ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ＪｉａＱｉ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２０２０，

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ｌｉｐｐ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ｆｒｏｎｔＭａｉｄａ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０：１０４１９３

１７７）熊建国，李有利，张培震，２０２０，夷平面研究新进展，地球科学进展，３５

（４）：３７８—３８８．

１７８）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ＬｉｕＫａｍｂｉｕ，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２０２０，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

ｌｅ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１９３３Ｍ７５Ｄｉｅｘ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ａｎｄ

ｓｃａｐ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５（９）：９４０４３

１７９）许建东，于红梅，赵波，李建平，魏费翔，周斌，潘波，黄国华，２０２０，广西

北海涠洲岛火山最后喷发活动时代，岩石学报，３６（７）：２１１１—２１１５．

１８０）Ｘｕ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Ｊ．Ｒａｍóｎ，Ｌ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Ｂｏｈｕａｎ，Ｄｉ

Ｎｉｎｇ，ＰａｎｇＷｅｉ，２０２０，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Ｇｕｍａｎｆｏｌｄ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Ｋｕｎｌｕ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Ｆｒｏｎｔ（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ｅｒｒ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８：５９００４３

１８１）徐克科，姚笛，刘吉鹏，赵付领，２０２０，断层蠕滑时空分布的 ＧＮＳＳ网络滤

波反演，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４０（７）：６６１—６６６．

１８２）徐小波，马超，洪顺英，连达军，张迎峰，２０２０，基于 ＩｎＳＡＲ分析 ２０１５年

尼泊尔 ＭＷ７８地震形变场特征及断层滑动分布反演，地震，４０（４）：７６—８９．

１８３）ＸｕＸｉａｏｂｏ，ＭａＣｈａｏ，ＬｉａｎＤａｊｕ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２０２０，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ｂ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ＤＩｎＳＡＲ，Ｏｆｆｓｅ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ＰＩ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ｓ，２０２０：４１３６８３７

１８４）徐小波，马超，单新建，连达军，屈春燕，白俊武，２０２０，联合 ＤＩｎＳＡＲ与

Ｏｆｆｓｅ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技术监测高强度采区开采沉陷的方法，地球信息科学学报，２２（１２）：

２４２５—２４３５．

１８５）徐岳仁，杜朋，李文巧，张伟恒，田勤俭，熊仁伟，王林，２０２０，１７１８年通

渭 Ｍ７５地震滑坡特征分析———黄土高原历史强震触发滑坡数据库的应用，地球物理

学报，６３（３）：１２３５—１２４８．

１８６）Ｙａｎ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ｘｉｎｇ，ＭｕＸｉｈａｎ，２０２０，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ｏｎｇ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ｈｉｇｈｒｅｌｉｅ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３７：

１１１５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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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１８７）ＹａｎＲｕｙｕ，ＸｉｅＣｈａｏｄｉ，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ＺｈａｎｇＨａｎ，ＪｉａＲｕｉ，Ｌｉａｏ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２０２０，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ａｒｔｈｔｉ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Ｓ８０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８（８）：１２８６—１２９２．

１８８）ＹａｎＷｅｉ，ＷｅｎＸｕｅｚｅ，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ＬｉｕＧ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Ｚｉｒｕｉ，２０２０，Ａｆａｓｔａｕ

ｔｏｍａｔ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ｂｅ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ｃａｓ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３（３）：１５３—１５８．

１８９）ＹａｎＷｅｉ，ＷｅｎＸｕｅｚｅ，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ＬｉｕＧ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Ｚｉｒｕｉ，２０２０，Ａｆａｓｔａｕ

ｔｏｍａｔ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ｂｅ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１２）：２０７９

１９０）Ｙａｎ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ｕＴａｏ，ＳｕｎＹａｎｇｙｉ，ＸｉａＣｈｕｎｌｉａｎｇ，ＺｕｏＸｉａｏｍｉｎ，Ｙａｎｇ

Ｎａ，ＱｉＹｉｆａｎ，ＷａｎｇＪｉｎ，２０２０，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

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ｎ１２Ｍａｙ２００８，Ｐ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７７（１）：

９５—１０７．

１９１）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Ｄｉｃｋｓｏｎ，ＨｕＺｏｎｇｋａｉ，ＨｕａｎｇＸｉｏｎ

ｇｎａｎ，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ＭｉａｏＳｈｕｑ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２０２０，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ｅｖｏｌ

ｖ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ｕｐｌｅｘ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Ｎｅｗｋｉｎｅ

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ｔｉｍ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ａｎｗｅｉｓｈａｎａｎｄＮａｎｊｉｅ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９

（２）：ｅ２０１９ＴＣ００５７４９

１９２）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ＨｕＺｏｎｇｋａｉ，Ｈｕａｎｇ

Ｘｉｏｎｇｎａｎ，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２０２０，１０ＢｅａｎｄＯＳＬ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ＨｏｎｇｓｈｕｉｂａＲｉｖ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ｄｒｉｖｅｒｓｆｏｒｆｌｕｖｉａｌｄｏｗｎｃｕｔｔ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ａｒ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４８：１０６８８４

１９３）杨海明，陈顺云，刘培洵，郭彦双，卓燕群，齐文博，２０２０，岩石加载变形

过程中超声尾波与声发射变化的实验，地震地质，４２（３）：７１５—７３１．

１９４）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ＤｕａｎＹａｏｈｕｉ，ＳｏｎｇＪｕｎｈａｏ，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ａｎ，Ｔｉａｎ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ＹａｎｇＷｅｉ，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ＹａｎｇＪｕｎ，２０２０，Ｆｉｎ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ｎｇｈａｉ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

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ａｎｄ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５（７）：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１９５６５

１９５）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Ｚｈｏｕ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ＦａｎｇＮａｎ，ＺｈｕＧａｏｈｕａ，ＸｕＷｅｎｂｉｎ，Ｓｕ

Ｊｉｎｒｏｎｇ，ＭｅｎｇＦａｎｂａｏ，ＣｈｕＲｉｓｈｅｎｇ，２０２０，Ａｓｈａｌｌｏｗｓｈｏｃｋ：Ｔｈｅ２５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０年度报告　　

ＭＬ４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ｈｅＷｅｉｙｕａｎ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１（６）：３１８２—３１９４．

１９６）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ｊｕ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Ｚｈａｎｇ

Ｐｅｉｚｈｅｎ，ＣｈｅｎＧａ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２０２０，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５８：１０７１２０

１９７）杨润海，谭俊卿，向涯，姜金钟，王彬，２０２０，基于改进的线性调频 Ｚ变换

的高精度地震波速干涉测量，地震研究，４３（１）：１—９＋２０７

１９８）ＹａｎｇＴａｏ，ＣｈｏｕＹｕＭｉｎ，ＦｅｒｒｅＥｒｉｃＣ．，ＤｅｋｋｅｒｓＭａｒｋＪ．，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ｅｈ

ＥｎＣｈａｏ，ＴａｎｉｋａｗａＷａｔａｒｕ，２０２０，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ｕｎｖｅｉｌｅｄｂｙ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Ｒｅｖｉｅｗｓ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５８（４）：ｅ２０１９ＲＧ０００６９０

１９９）杨向东，仝亚博，王恒，裴军令，孙欣欣，王晨旭，杨振宇，２０２０，青藏高

原东南缘兰坪－思茅地体晚始新世以来差异性地壳变形的成因讨论，地质论评，６６

（４）：８５３—８７３．

２００）ＹａｏＳｕｌｉ，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２０２０，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２ＮｉｃｏｙａＭＷ７６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ｌｏｗ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ｎｔｈｅｍｅｇａｔｈｒｕｓｔ，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７

（１３）：ｅ２０２０ＧＬ０８７５０８

２０１）ＹａｏＷ．，ＸｕＹ．，ＸｉａＫ．，２０２０，Ｄａｍａｇ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ｒｏｃｋ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ｂ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５

（５）：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１９３８８

２０２）ＹａｏＹｕａｎ，ＬｉＳｈｕａｉ，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ａｉｔａｎｇ，ＪｉａＨａｉｌｉａｎｇ，２０２０，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Ｄｏｎｇｂｉｅｌｉｅｋ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ＷｅｓｔＪｕｎｇｇａｒ，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ｉ

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３（１１）：４０１

２０３）ＹｉＹａｎａｎ，ＬｉｕＧｕａｎｇｙａｎ，ＸｉｎｇＴｏｎｇｚｈｅｎ，ＬｉｎＧｕａｎｇ，ＳｕｎＬｉｂｉｎ，ＳｈｉＬｉ，Ｍａ

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２０２０，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ｏｄ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Ｎｕｃｌｅａ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５２（７）：１５７１—１５７８．

２０４）ＹｕＧｕｏ，ＬｉＭａｎ，ＳｈａｏＧｕｉ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２０２０，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ａｎｔｌ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ｗｉｔｈ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８：１０４２７３

２０５）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ＭａＨｏｎｇｗｅｎ，ＧｕｏＲｕｏｙｕ，ＭａＸｉ，ＫｏｍａｒｎｅｎｉＳｒｉｄｈａｒ，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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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Ｋ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ｖａ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ｓａｎｏｐｔｉｏｎ，Ｇｒｅｅ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８（２９）：１０９２０—１０９２７．

２０６）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ＭａＨｏｎｇｗｅｎ，ＧｕｏＲｕｏｙｕ，ＭａＸｉ，ＫｏｍａｒｎｅｎｉＳｒｉｄｈａｒ，２０２０，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ｂｙｍｉｍｉｃｋ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ＡＣ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９４（１）：１７６—１８８．

２０７）ＹｕａｎＹｉｒｅｎ，ＵｙｅｓｈｉｍａＭａｋｏｔｏ，ＨｕａｎｇＱｉｎｇｈｕａ，ＴａｎｇＪｉ，ＬｉＱｉ，ＴｅｎｇＹｕｎ

ｔｉａｎ，２０２０，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ｃａｌｅｄｅｅｐ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ｏ

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９０：２２８５５９

２０８）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ｕ，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Ｈｅｎｇ，ＹａｏＷｅｎ

ｑｉａｎ，ＨａｎＬｏｎｇｆｅｉ，２０２０，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Ｗｕｚｕｎｘｉａｏ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ａｓｃａｄ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３（１）：９３—１０７．

２０９）袁兆德，刘静，王伟，邵延秀，李占飞，李志刚，２０２０，阿尔金断裂索尔库

里段铜矿探槽长序列古地震记录，地质通报，３９（Ｚ１）：１４７—１６３．

２１０）岳冲，牛安福，余怀忠，吉平，姜祥华，马未宇，王亚丽，２０２０，九寨沟

ＭＳ７０地震前地应变 ＬＵＲＲ异常演化特征，中国地震，３６（２）：２６７—２７５．

２１１）ＹｕｅＣｈｏ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ＹａｎＷｅｉ，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ＹｕＨｕａｉｚｈｏｎｇ，

ＭａＷｅｉｙｕ，ＹａｏＱｉ，２０２０，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ｏｎｔｈ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

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２（４）：４０３１

２１２）岳冲，赵静，牛安福，吉平，李晓帆，苏琴，杨凡，２０２０，基于有限元方法

的冕宁跨断层水准大幅变化机理，地震研究，４３（４）：６６６—６７３＋７６７

２１３）ＹｕｎＬ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ＷａｎｇＪｕ，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ＱｕＪｕｎ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Ｂｅｉ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Ｈｅｎｇ，２０２０，Ａｃｔｉｖ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ａｒ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８：１０４３１２

２１４）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ＬｉＨａｉｂｉｎｇ，ＣｏｏｋＫｒｉｓｔｅ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２０，

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９（６）：ｅ２０２０ＴＣ００６２１５

２１５）张佳伟，李汉敖，张会平，徐心悦，２０２０，青藏高原新生代南北走向裂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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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展，地球科学进展，３５（８）：８４８—８６２．

２１６）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ｅｂｉ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２０２０，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

ｌｏ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ｏａｄ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ｍｏｄｅｅｒｒｏｒ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ＰＳｍｅａｓ

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Ｓｅｎｓｏｒｓ，２０（１８）：５４０８

２１７）张雷，何昌荣，周永胜，２０２０，水热条件下富层状硅酸盐矿物糜棱岩的摩

擦特性实验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２）：５７３—５８２．

２１８）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２０２０，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Ｓｙｎｔａｘ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ａｓｉｎｈｙｐｓ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ｃｒｕｓｔ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５５：１０７０８５

２１９）张玲，杨晓平，李胜强，黄伟亮，杨海波，２０２０，秋里塔格褶皱带东段探槽

的古地震事件，地震地质，４２（５）：１０３９—１０５７．

２２０）张明洋，杨晓松，２０２０，蒙脱石的弹性性质实验，地震地质，４２（５）：

１２２９—１２３９．

２２１）张鹏，杨劲松，赵华，刘哲，宋磊，张润，曹文庚，２０２０，黄河流域全新世

古洪水研究进展及展望，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４０（６）：１７８—１８８．

２２２）张润，杨劲松，赵华，姜高磊，宋磊，张鹏，范金伟，２０２０，全新世以来大

青山山前冲洪积扇的期次划分及其影响因素，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３４（９）：９５—１０１．

２２３）Ｚ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ｒｕｉ，ＸｉａｏＪｕｌｅ，ＸｕＱｉｎｇｈａｉ，ＷｅｎＲｕｉｌｉｎ，ＦａｎＪｉａｗｅｉ，Ｈｕａｎｇ

Ｙｕｎ，ＬｉＭａｎｙｕｅ，Ｌ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２０２０，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８２ａｎｄ４２ｋａａｂｒｕｐｔｃｌｉ

ｍａｔｉｃｅｖ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ｕｌｕｎＬａｋｅ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５（６）：８３１—８４０．

２２４）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Ｍｅｉｊｉａｏ，ＺｈａｏＹｏｕｊｉａ，

ＷｅｎＳｈａｏｙ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２０２０，Ｔｈｅ２０１６ＭＷ５９Ｍｅｎｙ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ｄｅｌａｙｅｄｄｅｐｔｈ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ｒｕｐｔｕｒ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ｒｏｍ

ｔｈｅ１９８６ＭＷ６０Ｍｅｎｙ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１（２Ａ）：７５８—

７６９．

２２５）赵斌，王敏，胡岩，王琪，２０２０，中国及邻域强震震后变形监测及岩石流变

性质研究，中国地震，３６（４）：８０６—８１６．

２２６）ＺｈａｏＪｕｎｆｅｎｇ，ＺｅｎｇＸｕ，ＴｉａｎＪｉｘｉａｎ，ＨｕＣｈａｏ，ＷａｎｇＤｉ，ＹａｎＺｈａｎｄｏｎｇ，

ＷａｎｇＫｅ，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２０２０，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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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ｎＱａｉｄａｍＢａｓｉｎ（ＮＷ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ｎｄ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ｚｉｒｃｏｎｇｅｏ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０：１０４０６０

２２７）ＺｈａｏＪｕｎｍｅｎｇ，ＮｅｕｐａｎｅＢｈｕｐａｔｉ，ＬｉｕＨｏｎｇｂｉｎｇ，ＤｅｎｇＹａｎ，２０２０，Ｌｉｔｈｏｓ

ｐｈｅ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ｂｒｉｅｆｒｅｖｉ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８：

１０４１５９

２２８）赵凌强，詹艳，王庆良，孙翔宇，郝明，祝意青，韩静，２０２０，祁连山东端

冷龙岭隆起及邻区深部电性结构与孕震构造背景，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３）：１０１４—

１０２５．

２２９）赵盼盼，ＭｉｃｈｅｌＣａｍｐｉｌｌｏ，陈九辉，刘启元，李昱，郭飚，２０２０，地震环境噪

声成像中的地形影响校正，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１０）：３７６４—３７７４．

２３０）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ＺｈａｏＪｕｎｆｅｎｇ，ＺｅｎｇＸｕ，ＴｉａｎＪｉｘｉａｎ，ＧｕｏＺｅｑｉ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ａｏ，

ＷａｎｇＤｉ，ＨｕＣｈａｏ，２０２０，Ｅａｒｌｙ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ＱａｉｄａｍＢａｓｉ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ｚｉｒｃｏｎ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Ｍａ

ｒｉｎｅａｎｄ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１８：１０４４４５

２３１）ＺｈａｏＸｕｅｑｉｎ，ＷａｎｇＦｕｄｏｎｇ，ＶｅｒｈｅｙｄｅｎＳｏｐｈｉｅ，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ａｎｇ，

２０２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ｐｅｌｅｏｔｈｅｍｄａｍａｇｅ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

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５８：１０７１３０

２３２）郑文俊，王庆良，陈九辉，张竹琪，郝明，沈旭章，２０２０，鄂尔多斯活动地

块边界带地震动力学模型与强震危险性研究项目及进展，地震科学进展，５０（４）：１—

２１．

２３３）郑文俊，王庆良，袁道阳，张冬丽，张竹琪，张逸鹏，２０２０，活动地块假说

理论框架的提出、发展及未来需关注的科学问题，地震地质，４２（２）：２４５—２７０．

２３４）郑颖平，杨晓平，疏鹏，路硕，方良好，石金虎，黄雄南，刘春茹，２０２０，合

肥盆地中郯庐断裂带西支乌云山－合肥断裂最新活动特征，地震地质，４２（１）：５０—

６４．

２３５）支明，郝重涛，姚陈，于光明，蔡明刚，２０２０，基于海域地震资料的多次波

及其鬼波的时距解释，地震地质，４２（１）：２２６—２４４．

２３６）ＺｈｏｎｇＭｅｉｊｉａｏ，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ｍｉ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ＧｕｏＸｉａｏ，Ｊｉａｏ

Ｚｈｏｎｇｈｕ，２０２０，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ａｎｄ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７ＭＷ６５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２（１７）：２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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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钟宁，蒋汉朝，李海兵，徐红艳，黄小龙，２０２０，青藏高原东部河湖相沉积

中的软沉积物变形的主要成因类型及其特征，地球学报，４１（１）：２３—３６．

２３８）钟宁，蒋汉朝，李海兵，徐红艳，梁莲姬，时伟，２０２０，岷江上游新磨村湖

相沉积物粒度端元反演及其记录的构造和气候事件，地质学报，９４（３）：９６８—９８１．

２３９）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ＬｉＨａｉｂ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ＬｕＨａｉｊ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Ｈａｎ

Ｓｈｕａｉ，ＹｅＪｉａｃｈａｎ，２０２０，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ｏｆ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ｆｒｅｅｚｅ／

ｔｈａｗｃｙｃｌｅ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Ｂａｓｉ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９４（１）：１７６—１８８．

２４０）ＺｈｏｎｇＹｕｅｚｈｉ，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ＬｉＹｏｕｌ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ｕ

Ｈｏｎｇｈｕａ，ＬｉｕＱｉｎｇｒｉ，ＬｅｉＪｉｎｇｈａｏ，ＣｈｅｎＧａｎ，Ｇ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ＨｕＸｉ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

２０２０，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ｆｒｏｍｄ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ｒｉｖｅｒｔｅｒｒａ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 １２５（９）：

ｅ２０２０ＪＢ０２０６３１

２４１）周朝，何宏林，魏占玉，苏鹏，任光雪，２０２０，地貌参数方法在小尺度地貌

研究中的应用———以北天山独山子背斜为例，地震地质，４２（６）：１４９２—１５０８．

２４２）ＺｈｏｕＳｈｉｃｈａｏ，ＺｈｕＨａｉｂｉｎ，ＭａＱｉｎｗｅｉ，Ｍａ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２０２０，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ａｍｅｒａｉｎ

ｐｈｏｔ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ｌ，１０（１０）：３４２２

２４３）ＺｈｏｕＳｈｉｃｈａｏ，ＺｈｕＨａｉｂｉｎ，ＭａＱｉｎｗｅｉ，Ｍａ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２０２０，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ａｍｅｒａ，Ｓｅｎｓｏｒｓ，２０（９）：２５６１

２４４）朱成林，甘卫军，贾媛，殷海涛，肖根如，李杰，梁诗明，张海平，２０２０，

２０１１年日本 ＭＷ９０地震对沂沭断裂带及其两侧地区地壳运动的同震影响研究，地球

物理学报，６３（１０）：３６９８—３７１１．

２４５）朱成林，李栋梁，赵银刚，闫德桥，熊玮，杨立涛，李杰，２０２０，高崖跨断

层短水准异常变化机理分析，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４０（１０）：１０７４—１０７８．

２４６）Ｚｈ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ＬｉｕＱｉｏｎｇｙｉｎｇ，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

２０２０，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ｒｍｏｈｙｄ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４（６）：６８９—６９９．

２４７）朱涛，詹艳，孙翔宇，张宇，２０２０，四川龙门山断裂带高精度地壳／岩石圈

黏度结构及其动力学意义，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１）：１９６—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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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ＺｈｕＴａｏ，ＺｈａｎＹａｎ，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ｒｔｙ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２０２０，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ｒｅａ：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２２（２）：１３５２—１３６２．

２４９）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２０２０，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ｗａｖｉｎｅｓｓｏｎ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２１（２）：１２８１—１２９１．

２５０）ＺｏｕＪｕｎｊｉｅ，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ＹｏｋｏｙａｍａＹｕｓｕｋｅ，ＳｈｉｒａｈａｍａＹｏｓｈｉｋｉ，ＳｐｒｏｓｏｎＡｄ

ａｍＤ．，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ＳｈｉＦｅｎｇ，ＨａｏＨａｉｊｉａｎ，ＭｉｙａｉｒｉＹｏｓｕｋｅ，ＬｕＬｉｘｉｎｇ，ＳｕＰｅｎｇ，Ｚｈｏｕ

Ｃｈａｏ，２０２０，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ｂｅｄｒｏｃｋ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ｕｓ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ａ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ｙｕｎｓｈａｎ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ｆａｕｌｔ，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ｈａｎｘｉＲｉｆｔ，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８８：２２８４７３

２、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ＣｈａｎｇＣｈｉｅｎＷａｎＣｈｉｎｇ，ＣｈｅｎＣｈｉｈｔｕｎｇ，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Ｐｅｒ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ｅｔａ

ｍｏｒｐｈ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ｌａｔｅｂｅｌｔ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０，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ｏｎｌｉｎｅ），

２０２０５４—８．

２）ＣｈｅｎＹｉ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Ｄｅｅｐ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０，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５４—８．

３）Ｇａｒｃｉａ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ｓＤａｎｉｅｌ，ＬｉｕＷｅｉｍｉｎｇ，ＬａｉＺｈｏｎｇｐｉｎｇ，ＪｉｍéｎｅｚＭｕｎｔＩｖｏｎｅ，

ＳｔｒｕｔｈＬｕｃíａ，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Ｌａｕｒａ，Ｈｕ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ＬｌｏｒｅｎｓＧｅｍａ，Ｆｅｅｄ

ｂａｃｋ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ｌｕｖｉａｌ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０，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５４—８．

４）ＧｕｏＢｉ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Ｘｉａｏｓｈｕ，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Ｃｒｕｓｔａｌ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ｌｏｃｋｂｙ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

ｂｌｙ２０２０，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５４—８．

５）ＧｕｏＰｅｎｇ，ＨａｎＺｈｕｊｕｎ，ＧａｏＦａｎ，Ｚｈ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ＧａｉＨａｉｌｏｎｇ，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

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１９２７Ｍ８０Ｇｕｌａ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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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０，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５４—８．

６）ＫｌｅｙＪｏｎａｓ，ＳｏｂｅｌＥｄｗａｒｄＲ．，Ｒｅｍｂ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ＶｏｉｇｔＴｈｏｍａｓ，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ｕ

Ｌａｎｇｔａｏ，ＴｈｉｅｄｅＲａｓｍｕｓ，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ｔｈｒｕ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ｌａｂ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ＥＧＵＧｅｎｅｒ

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０，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５４—８．

７）ＬｉｕＳｈａｏｚｈｕｏ，ＮｏｃｑｕｅｔｊｅａｎＭａｔｈｉｅｕ，ＫｌｉｎｇｅｒＹａｎｎ，ＸｕＸｉｗｅｉ，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

ＹｕＧｕｉｈｕａ，ＪóｎｓｓｏｎＳｉｇｕｒｊó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ＫｕｎｌｕｎＳｈａ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０，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５４—８．

８）ＱｉＳｈａｏｈｕａ，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ＧｕｏＢｉａｏ，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ｅ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

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０，Ｖｉｅｎｎａ，

Ａｕｓｔｒｉａ（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５４—８．

９）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ＱｉａｏＸｉｎ，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ＧＰＳｆｏｒｆｉｎｅ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ｎｄ

ｌｏｃｋ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０，Ｖｉ

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５４—８．

１０）ＳｏｂｅｌＥｄｗａｒｄ，Ｒｅｍｂ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ＫｌｅｙＪｏｎａｓ，ＺｈｏｕＲｅｎｊｉｅ，ＴｅｒｂｉｓｈａｌｉｅｖａＢａｉａｎ

ｓｕｌｕｕ，ＣｈｅｎＪｉ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ｐｒ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ｃｒｕｓｔａ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ｎ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ａｍｉｒ，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０，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５４—８．

１１）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ＢａｒｂｏｔＳｙｌｖａｉｎ，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ｔｒｅｍｏｒｓｂ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ｚｏｎｅ，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０，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ｏｎ

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５４—８．

１２）ＸｕｅＷｅｉｗｅｉ，ＮａｊｍａｎＹａｎｉ，ＨｕＸｉｕｍｉａｎ，ＰｅｒｓａｎｏＣｒｉｓｔｉｎａ，ＳｔｕａｒｔＦｉｎｌａｙＭ．，Ｌｉ

Ｗｅｉ，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ＥａｒｌｙＥｏｃｅｎｅｒａｐｉｄ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Ｎｉｍ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

ｂｅｔ，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０，

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５４—８．

１３）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ＧｅＹｕｋｕｉ，ＹａｏＷｅｎｑｉａｎ，ＷａｎｇＷｅｉ，

ＬｉＺｈａｎｆｅｉ，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ａｇ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ｃ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ＵｐｐｅｒＭｅｋｏｎｇ）

ａｔＹｕｎｌｏｎｇｒｅａｃｈ，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２０，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ｏｎ

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５４—８．

１４）ＣｈｅｎＧａ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Ｙｕ

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ｉｐ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ｈｕｍｉｎ，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ｆｌｕｖｉａｌ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ｕｌｉｎＲｉｖｅ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ＮｏｒｔｈＴｉｂｅｔ，ＡＯ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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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１７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Ｇａｎｇｗｏｎ，Ｋｏｒｅａ（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２０２０６２８—７４

１５）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ＹｉｎＸｉｎｚｈｏｎｇ，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ｉｅ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ｄｅｎｓｅＣｈｉｎａａｒｒａｙ，ＡＯＧＳ１７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Ｇａｎｇｗｏｎ，Ｋｏｒｅａ（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

２０２０６２８—７４

１６）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ｒｕｓｔ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ＧＰＳａｒｒａｙ，ＡＯＧＳ１７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

ｉｎｇ，Ｇａｎｇｗｏｎ，Ｋｏｒｅａ（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２０２０６２８—７４

１７）ＨａｏＣｈｏｎｇｔａｏ，ＹａｏＣｈｅ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ｆｏｒ

ＳＫＳｗａｖ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ｌａｙｅｒ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ＡＯＧＳ１７ｔｈ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Ｇａｎｇｗｏｎ，Ｋｏｒｅａ（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２０２０６２８—７４

１８）ＬｕＲｅｎｑｉ，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ｍｏｄｅ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ＯＧＳ１７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Ｇａｎｇｗｏｎ，Ｋｏｒｅａ（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

２０２０６２８—７４

１９）ＲｏｎｇＹｕ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ｌｅＨａｒｏｌｄ，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ＸｕＸｉｗｅｉ，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ｃａｌ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ＡＯＧＳ１７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Ｇａｎｇ

ｗｏｎ，Ｋｏｒｅａ（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２０２０６２８—７４

２０）ＲｏｎｇＹｕｆａｎｇ，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ｌｅＨａｒｏｌ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ｖｉｃｉｎｉｔｙｕｓｉｎｇＧＰＳｄａｔａ，ＡＯＧＳ１７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Ｇａｎｇｗｏｎ，

Ｋｏｒｅａ（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２０２０６２８—７４

２１）ＳｈｉＹａｏｌｉ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ＧａｏＲｕｉ，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ｔｉｔｓ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ｄｇｅ：ＨｏｗａｎｄＷｈｙ，ＡＯＧＳ１７ｔｈＡｎ

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Ｇａｎｇｗｏｎ，Ｋｏｒｅａ（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２０２０６２８—７４

２２）ＳｕｎＨａｏｙｕｅ，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ＩｋｅｄａＹａｓｕｔａｋａ，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ＣｈｅｎＣｈａｎｇｙｕｎ，Ｘｕ

Ｙｕｅｒｅｎ，ＳｈｉＦｅｎｇ，ＢｉＬｉｓｉ，ＳｈｉｒａｈａｍａＹｏｓｈｉｋｉ，ＯｋａｄａＳｈｉｓｕｋｅ，ＥｃｈｉｇｏＴｏｍｏｏ，Ｐａｌｅｏ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ａ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ＯＧＳ１７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Ｇａｎｇｗｏｎ，Ｋｏｒｅａ（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

２０２０６２８—７４

２３）ＹｉｎＸｉｎｚ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ＯＧＳ１７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Ｇａｎｇｗ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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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２０年度报告　　

Ｋｏｒｅａ（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２０２０６２８—７４

２４）ＹｕｅＣｈｏ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ｆａｎ，ＧａｏＸｉａｏｙｕｅ，ＭａＹａｎｌｕ，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

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Ｗ７９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ＯＧＳ１７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Ｇａｎｇｗｏｎ，Ｋｏｒｅａ（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

２０２０６２８—７４

２５）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ｃａｒ

ｂｏｎａｔ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ＯＧＳ１７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Ｇａｎｇｗｏｎ，Ｋｏｒｅａ（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

２０２０６２８—７４

２６）ＢｉＨ．，ＺｈｅｎｇＷ．，ＬｅｉＱ．，ＺｅｎｇＪ．，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ｗｅｓｔＨｅｌａ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ＸＸＩＶＩＳ

ＰＲ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Ｎｉｃｅ，Ｆｒａｎｃｅ（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８３１—９２

２７）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Ｃｕｉ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ｅｗｐａｓｓｉｖｅ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ｂａｓｅｄ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ＸＸＩＶＩＳＰＲ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Ｎｉｃｅ，Ｆｒａｎｃｅ（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８３１—９２

２８）ＳｕｎＪ．，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ｄｙｎａｍｉｍｃｓｆｒｏｍ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

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ＧＰＳ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ｖｅｒ１０００－ｋｍｓｃａｌｅ，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０，Ｖｉｒｔｕａｌ，

２０２０１２１—７．

２９）ＷａｎｇＧ．，ＹａｎＢ．，ＸｉａｏＧ．，ＧａｎＷ．，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ｓｆｏｒ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０，Ｖｉｒｔｕａｌ，２０２０１２１—７．

３０）ＷａｎｇＬ．，ＢａｒｂｏｔＳ．，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ｔｒｅｍｏｒｓｂ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ｚｏｎｅ，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０，Ｖｉｒｔｕａｌ，２０２０１２１—７．

３１）ＷａｎｇＳ．，ＪｉａｏＲ．，ＲｅｎＺ．，ＷｕＣ．，Ｒ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Ａｃｔｉｖｅｔｈｒｕｓｔｉｎｇｉｎａｎｉｎ

ｔｅｒｍｏｎｔａｎｅｂａｓｉｎ：ｔｈｅＫｕｍｙｓｈｆａｕｌｔ，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０，Ｖｉｒｔｕａｌ，

２０２０１２１—７．

３２）ＹａｏＷ．，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ＫｌｉｎｇｅｒＹ．，ＨａｎＬ．，ＹｕａｎＺ．，ＷａｎｇＷ．，ＷａｎｇＨ．，ＬｉＸ．，

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Ｚｉ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ｂｒａｎｃｈ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ｒａｉ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

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０，Ｖｉｒｔｕａｌ，

２０２０１２１—７．

３３）ＹｕａｎＺ．，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ＬｉＸ．，ＸｕＪ．，ＹａｏＷ．，ＨａｎＬ．，ＬｉＴ．，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ｍａｐｐ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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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１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ＹｕｔｉａｎＭＳ７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０，Ｖｉｒｔｕａｌ，２０２０１２１—７．

３、在国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张培震，中国大陆现今构造变形与强震活动，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

学术论坛（网络论坛），２０２０４１８。

２）周永胜，高温高压岩石变形实验与地震机制，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

学术论坛（网络论坛），２０２０５９。

３）马严，稀有气体宇宙成因同位素———地表过程研究中的优势与应用前景，第

三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浙江杭州（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９４—６。

４）王伟，龙门山南段侵蚀速率空间分布及其构造指示意义，第三届构造地质学

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浙江杭州（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９４—６。

５）熊建国，河流阶地变形对祁连山东部晚第四纪地壳缩短的制约，第三届构造

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浙江杭州（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９４—６。

６）徐红艳，１９３３年 Ｍ７５叠溪地震的孢粉记录及对震后制备恢复的启示，第三

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浙江杭州（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９４—６。

７）叶轶佳，侵蚀影响逆冲断裂带的断层分段：来自青藏高原东缘的例子，第三

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浙江杭州（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９４—６。

８）张会平，青藏高原瞬时地貌，第三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

坛，浙江杭州（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９４—６。

９）邹俊杰，山西地堑系的基岩断层面古地震研究，第三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

力学青年学术论坛，浙江杭州（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９４—６。

１０）张培震，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的孕育和发生机理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第十六次

学术大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６—１７。

１１）蔡军涛，陈小斌，董泽义，詹艳，崔腾发，姜峰，刘钟尹，１９７６年唐山

ＭＳ７８地震震源区三维深部电性结构和发震机制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１２）陈立春，李彦宝，韩明明，高帅坡，冯嘉辉，卢丽莉，川藏铁路沿线影响断

裂活动性判定的一些典型假象，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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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陈小斌，董泽义，蔡军涛，王培杰，安宁河断裂带及其邻区三维电性结构研

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１４）陈一方，陈九辉，何宏林，郭飚，李顺成，齐少华，赵盼盼，山西裂谷地壳速

度间断面结构的初步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１５）代成龙，基于 ＧＰＳ观测的海原断裂现今运动分析，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１６）董金元，李传友，郑文俊，李涛，李新男，任光雪，罗全星，柴达木盆地北缘

石底泉背斜构造地貌特征及地质意义，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

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１７）冯家兴，宋冬梅，王斌，单新建，谢霄峰，基于张量分解的机载 ＬｉＤＡＲ点云

断裂线提取，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１８）高志钰，李彦川，单新建，屈春燕，基于 ＧＰＳ的海原断裂现今形变特征，中

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１９）韩静，詹艳，孙翔宇，孙建宝，包雨鑫，阿拉善地块和鄂尔多斯西北缘接触

区深部结构大地电磁探测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

２１。

２０）郝重涛，姚陈，陈九辉，上地幔橄榄岩层 ＳＫＳ波分裂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

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２１）黄星，金红林，洪顺英，高原，利用ＩｎＳＡＲ和ＧＰＳ数据研究嘉黎断裂西段变

形特征，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２２）贾可可，白永良，单新建，张国宏，基于时变重力的日本 “３１１”地震震源

参数反演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２３）贾蕊，张国宏，单新建，解朝娣，基于时序 ＩｎＳＡＲ的青藏高原中强地震同震

形变与震源滑动机制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２４）ＪｉａｎＨｕｉｚｉ，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ＹａｎｇＴ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ａｎｄ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ＴｕｏｓｕｏＬａｋ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Ｋｕｎｌｕｎｆａｕｌｔ，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ＧＰ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

２１。

２５）姜峰，陈小斌，蔡军涛，ＭａｒｔｙｎＵｎｓｗｏｒｔｈ，杨迪琨，董泽义，王立凤，詹艳，

赵国泽，贡嘎山及邻区的地壳三维电性结构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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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２６）李成龙，张国宏，单新建，李涛，基于空间大地测量分析孕育三次于田地震

的拉张阶区构造，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２７）李俊毅，侯卫生，郭飚，沈旭章，鄂尔多斯西南缘及邻区三维速度结构全波

形反演，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２８）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ＹｉｎＨａｏ，Ｌｉｕ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Ｇｕｏ

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ＧＮＳＳｆｏｒｑｕａｓ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ｔｅｒ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ｗａｒｄ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中国地球科

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２９）刘冠伸，四川盆地威远背斜的形成、演化及其地震构造特征，中国地球科学

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３０）刘冠伸，孙晓，２０２０年 ７月 １２日河北唐山古冶 Ｍ５１地震构造初步分析，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３１）刘康，王伟涛，刘彩彩，庞建章，张会平，赵旭东，张佳伟，青藏高原东北缘

老龙湾盆地磁性地层研究及其构造意义，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

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３２）刘恋，屈春燕，单新建，利用哨兵数据重叠区改进方位向配准精度快速获取

精确同震形变场的研究———以 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２４日土耳其 ＭＷ６７地震为例，中国地球

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３３）刘钟尹，ＡｎｎａＫｅｌｂｅｒｔ，陈小斌，固定数据坐标框架下的大地电磁三维反演，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３４）鲁人齐，何登发，刘静，陶玮，黄涵宇，徐芳，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四川长宁地区

中等地震的发震断层认识与探讨，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

２１。

３５）罗全星，李传友，山西地堑系北部阳高－天镇断裂位错和滑动速率分布特

征：对区域构造变形的启示，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３６）吕古贤，张宝林，胡宝群，周永胜，王宗秀，王红才，曹代勇，方维萱，韩润

生，构造物理化学的研究和发展，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

２１。

３７）马胜利，黄元敏，张雷，注水对断层稳定性影响的实验研究及其对诱发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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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启示，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３８）彭慧，张冬丽，郑文俊，张培震，张竹琪，毕海芸，鄂尔多斯北缘断裂带大

地震复发模式与时空迁移规律，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

２１。

３９）屈春燕，赵德政，单新建，龚文瑜，张国宏，２０１８年ＭＷ６４台湾花莲地震同

震和震后形变、断层滑动分布、机制和关系，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

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４０）石霖，郑文俊，张岩，杨敬钧，张冬丽，黄荣，彭慧，毕海芸，唐清，基于高

分辨率地形数据的断层陡坎形态演化与强震活动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４１）宋小刚，韩娜娜，单新建，高分 Ｐｌéｉａｄｅｓ卫星立体影像揭示的 ２００８年于田

７１级地震的三维断层几何和运动学特征，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

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４２）孙凯，李传友，任光雪，鲜水河断裂带几何结构与活动性，中国地球科学联

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４３）孙翔宇，詹艳，张会平，陈小斌，赵国泽，孙建宝，赵凌强，东昆仑断裂带东

段和九寨沟地震区深部电性结构及其动力学意义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４４）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ＬｉｕＹｉｄｕｏ，Ｒｏｌｅｏｆｅｒｏｓ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ｒｕｓｔｒｅ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ａ

ｐｅｒｗｅｄｇｅ：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

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４５）唐方头，尤惠川，丁志峰，宋键，王晓楠，梁小华，梁诗明，喜马拉雅东构造

结地区主要断裂带最新运动特征，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

２１。

４６）王非，师文贝，杨列坤，吴林，张炜斌，青藏高原北缘东、西昆仑构造热历

史差异及意义，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４７）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ＢａｒｂｏｔＳｙｌｖａｉｎ，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ｔｒｅｍｏｒｓｂ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ｚｏｎｅ，中 国 地 球 科 学 联 合 学 术 年 会，重 庆，

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４８）王丽凤，ＢａｒｂｏｔＳｙｌｖａｉｎ，青藏高原地壳运动学模型揭示的深部动力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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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４９）王培杰，陈小斌，张
$

昀，刘钟尹，ＸＭＬ２Ｃｏｄｅ：基于 ＸＭＬ的地学数据共享

框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５０）吴传勇，任光雪，俞晶星，郑文俊，李新男，西天山伊犁盆地北缘喀什河断

裂晚第四纪活动特征及构造意义，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

２１。

５１）武登云，任治坤，刘金瑞，陈杰，郭鹏，尹功明，冉洪流，李传友，杨晓东，

２０１８年印尼帕鲁 ＭＷ７５地震地表破裂及发震构造特征，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５２）吴林，王非，施光海，何德峰，孙敬博，王英，沈晓明，ＰａｔｒｉｃｋＭｏｎｉｅ，Ｍａｒｔｉｎ

Ｄａｎｉíｋ，重新评价 ＭＫ－１磷灰石作为（Ｕ－Ｔｈ） ／Ｈｅ定年标样的适用性，中国地球科

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５３）吴玮莹，单新建，屈春燕，中强地震震前多参数时空分布变化特征及其关联

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５４）徐芳，鲁人齐，黄涵宇，２０２０年 ２月 ３日四川青白江 ＭＳ５１地震构造初步

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５５）徐锡伟，雷建设，任俊杰，程佳，李康，许冲，于贵华，陈桂华，谭锡斌，吴

熙彦，青藏高原东向构造转换与有限挤出模型讨论，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

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５６）ＹｅＹｉｊｉａ，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ｆａｕｌ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ｓ：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ｆｒｏｍ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５７）ＹｕＧｕｏ，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ｕ

ｓｉｎｇ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ｍｅｍｏｒｙｑｕａｓｉＮｅｗｔｏｎｍｅｔｈｏｄ，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

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５８）袁兆德，刘静，李雪，徐晶，姚文倩，韩龙飞，李涛，２０１４年新疆于田

ＭＳ７３地震地表破裂带精细填图及其破裂特征，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

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５９）岳冲，屈春燕，赵静，王亚丽，吉平，李晓帆，ＧｏｒｋｈａＭＷ７８地震对主喜马

拉雅逆断裂震后影响的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６０）ＹｕｅＨａｎ，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ＷａｎｇＭ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ＬｕＷｅｉｆａｎ，ＺｈｏｕＹｉｊ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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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ｕｅＬｉａｎ，ＲｅｎＣｈｕｎｍｅｉ，ＬｉＭｉｎｇｊｉａ，Ｉｎｔｅｒｅｖｅｎｔ，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ｓｏｆｔｈｅ

２０１９ＲｉｄｇｅＣｒｅｓ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中国地球

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６１）张佳伟，李亚林，张会平，赵旭东，刘康，尚千钰，羌塘中央隆起中生代剥

露历史：来自北羌塘盆地早中侏罗世雀莫错组及夏里组的物源证据，中国地球科学

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６２）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ＬｉｕＹａｊｉｎｇ，ＬｉＤｕｏ，ＹｕＨｏｎｇｙｕ，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ｇｅ

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ｎ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６３）张瑞，张竹琪，刘兴旺，雷启云，鄂尔多斯活动地块西缘强震间库仑应力作

用与强震丛集，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６４）张迎峰，单新建，ＪａｍｅｓＪａｃｋｓｏｎ，ＡｌｅｘＣｏｐｌｅｙ，龚文瑜，祁连山南缘背冲式发

震构造特征及其对山体隆升的促进作用，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

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６５）张永奇，郑增记，韩美涛，曹建平，基于重力资料的渭河盆地及邻区地震危

险性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６６）赵德政，屈春燕，单新建，龚文瑜，张国宏，２００１年ＭＷ７８昆仑山地震震后

形变过程、机制及东昆仑断裂带现今形变状态，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

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６７）赵德政，屈春燕，单新建，龚文瑜，张国宏，宋小刚，东昆仑断裂带现今大

空间尺度地壳形变速率场、应变率场与构造启示，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中国

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６８）赵俊猛，张培震，ＹｕａｎＸｉａｏｈｕｉ，甘卫军，孙继敏，邓涛，Ｒｏｂｅｒｔｖａｎｄｅｒ

Ｈｉｌｓｔ，张先康，颜茂都，刘宏兵，裴顺平，徐强，张衡，杨小平，嘉世旭，陈石，邓攻，

琚长辉，林吉炎，发育在青藏高原上的地质 “百慕大”，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中国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６９）ＺｈａｏＬｅｉ，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ＬｉＹａｎ

ｃｈｕａｎ，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９Ｍｉｎｄａｎａ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ａｎｄＡＬＯＳ２ｄａｔａ，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

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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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赵凌强，詹艳，王庆良，韩静，孙翔宇，张松，蔡妍，大地电磁数据揭示的

１３０３年山西洪洞 ８级地震区精细结构和孕震环境，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

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７１）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ｖＨｏｎｇｈｕａ，Ｌü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ＬｉＸｕｅｍｅｉ，Ｌｉｕ

Ｋ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ｗｅｉ，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ｏ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７２）钟美娇，单新建，张学民，屈春燕，郭晓，焦中虎，２０１７年九寨沟 ７级地震

前后的热红外和电离层 ＴＥＣ异常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重庆，

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７３）周永胜，脆塑性转化带非稳态流变与震后松弛变形机制，中国地球科学联

合学术年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７４）邹俊杰，何宏林，魏占玉，石峰，基于定量形貌特征和多种定年方法的基岩

断层面古地震研究：以山西裂谷的罗云山山前断裂为例，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重庆，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２１。

７５）党嘉祥，汶川地震同震滑动断层泥的石墨化对滑动弱化的启示，中国岩石

力学与工程学会 ２０２０年会，北京，２０２０１０１９—２５。

７６）周永胜，基岩断层黏滑与蠕滑的地质标志和岩石力学证据，中国岩石力学

与工程学会 ２０２０年会，北京，２０２０１０１９—２５。

７７）卓燕群，断层形貌非均匀性对滑动的差异化响应及其对地震成核过程的影

响———来自岩石实验的启示，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２０２０年 会，北 京，

２０２０１０１９—２５。

７８）何昌荣，地震成核过程与前兆的物理基础，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二届学

术研讨会，北京，２０２０１１３—４。

７９）何宏林，新生断裂带与地震危险性，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二届学术研讨

会，北京，２０２０１１３—４。

８０）单新建，川滇地区主要断裂形变特征与强震危险性分析，中国地震科学实

验场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北京，２０２０１１３—４。

８１）胡钢，长江第一湾末次冰盛期以来堰塞－溃决过程与人类活动，第一届地理

测年技术学术研讨会，甘肃兰州，２０２０１１２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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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姬昊，泥河湾盆地三棵树遗址 ＥＳＲ年代学研究，第一届地理测年技术学术

研讨会，甘肃兰州，２０２０１１２７—２９。

８３）单新建，基于 ＩｎＳＡＲ／ＧＮＳＳ的活动断层形变特征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大地测量与遥感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 ２０２０年学术年会，江苏南京，２０２０１１２８。

五、获得的发明专利、软件证书、国家标准、规范等

序号 成果名称 编　号 类　别 完成人

１ 超声导波宽带线性功率放

大装置
ＺＬ２０２０２０４７１９０４．３ 实用新型

专利
齐文博

２ 一种基于 ＬＥＤ灯的相机
对时系统

ＺＬ２０１９１１３７７２０．Ｘ 发明专利 汲云涛，齐文博，刘力强

３ 天桥沟－黄羊川活动断层
（１
!

５００００） 地图

何宏林，高　伟，石　峰，
孙浩越，魏占玉，郝海建，

苏　鹏，邹俊杰，孙　稳

４ 南汀河活动断层

（１
!

５００００） 地图
何宏林，石　峰，魏占玉，
孙浩越，高　伟，苏　鹏

５ 大凉山活动断层

（１
!

５００００） 地图

何宏林，魏占玉，石　峰，
孙浩越，陈长云，毕丽思，

徐岳仁，高　伟，卫蕾华

６ 活动断层探察　古地震槽
探

ＤＢ／Ｔ８１２０２０ 行业标准

冉勇康，徐锡伟，王　虎，
柴炽章，于贵华，杨晓平，

何宏林，冷　崴，吴熙彦，
刘华国，高帅波

７ 活动断层探察　数据库检
测

ＤＢ／Ｔ８３２０２０ 行业标准

杜克平，于贵华，徐锡伟，

吴熙彦，宋方敏，刘豫翔，

冷　崴，陈仕杰，董　悦

８ 活动断层探察　野外地质
调查

ＤＢ／Ｔ８２２０２０ 行业标准

宋方敏，徐锡伟，杨晓平，

于贵华，吴熙彦，李　霓，
郑荣章，安艳芬，李陈侠，

郑颖平，沈　军

９ 卫星遥感地震应用数据库

结构
ＤＢ／Ｔ８４－２０２０ 行业标准

张景发，田　甜，罗　毅，
申旭辉，姜文亮，王　鑫，
李　强，龚丽霞，蒋洪波，
田云锋，李永生，周克昌，

张学民，崔　静，颜　蕊，
秦其明，康春丽，荆　凤，
崔月菊，杨冬梅，焦其松，

单新建，韩竹军，申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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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放与合作交流

１、实验室设立的开放基金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单位 起止时间

１
河西走廊中部地区高分辨率三

维 Ｐ波双差层析成像研究
ＬＥＤ２０２０Ｂ０１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

究所，刘白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２
五道梁－长沙贡玛断裂晚第四纪
活动习性研究

ＬＥＤ２０２０Ｂ０２ 四川省地震局，梁明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３
鲜水河断裂带蠕滑段大地震破

裂模式的地质约束
ＬＥＤ２０２０Ｂ０３ 天津大学，刘静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４
滑脱层对褶皱－冲断带构造变形
的控制及其发震构造意义

ＬＥＤ２０２０Ｂ０４ 浙江大学，饶刚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５
东北地区岩石圈地幔包体变形

特征及各向异性分析
ＬＥＤ２０２０Ｂ０５ 吉林师范大学，商咏梅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２、国 （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１６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ＯｌｉｖｅｒＰｌüｍｐｅｒ助理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Ｆｒｏｍ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ｔｏｆａｕｌ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的报告。

２）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１６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ＨｅｌｅｎＫｉｎｇ助理教授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

３）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２２日—２０２１年 １月 ３１日，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博士后陈建

业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和实验研究。

４）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 １日至今，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博士生冯玮访问实验室，开展实

验合作研究。

５）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１１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李泽峰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

交流，做了题为 “非监督学习在震源特征分析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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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博士生冯玮来实验室开展实验合作研究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李泽峰研究员访问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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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实验室开放活动
（１）公众开放日

　　为推动向全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地震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积极推进公众开放活动。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是中国第十二个 “防灾减

灾日”，宣传主题为 “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根据疫

情防控要求，实验室通过录制科普视频和云直播的形式举办了开放活动。

科普系列短视频

２０２０年 ５月 １２—１４日，中国地震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司、科技部中国 ２１世纪议

程管理中心联合举办了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暨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网络系列

论坛，此次论坛由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地震学会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

学专业委员会承办。实验室副主任单新建研究员主持了开幕式，并作了科普报告。这

次科普活动周通过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报告和积极热烈的互动讨论，从地震、滑坡、城

市沉降、地壳运动、地壳内部结构、动力学模拟等方面对灾害发生机制和规律进行了

全面而详细的讲解，为广大科技人员、研究生带来了一场关于防灾减灾的知识盛宴，

开阔了大家的知识视野，加深了对地震灾害的认识，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和交流机

会。

（２）教育实习基地

实验室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教育实习基地。２０２０年 ６月，根据中国科学院大

学 “岩石物理学”课程安排，周永胜研究员、姚路副研究员、郭彦双副研究员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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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速摩擦实验、岩石单轴压缩实验等实验操作和讲解视频，通过网络播放供学生

们观摩学习。这种方式既很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又解决了学生因疫情防控要求无

法来实验室开展实地操作的问题。

（３）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实验室面向依托单位举办的 “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开放。２０２０年 ８月 １８

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采取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了第四届 “优秀大学生夏令

营”。实验室副主任单新建研究员致欢迎词，介绍了研究所的基本概况和未来发展前

景，以及实验室的研究内容与发展方向。李涛研究员、孙建宝研究员、王丽凤研究

员、覃金堂副研究员、张国宏研究员等多位科研人员分别向营员们介绍了各研究室

的研究方向、科研成果、人才培养等情况，并对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大地测量学等

学科领域做了简明生动的报告，启发了同学们对地球科学研究的兴趣。在随后的交

流中，针对学术科研、导师教学、考研准备等各类营员们关注的问题，导师们从专业

角度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解答，并根据自身经验给予指导。此次活动展现了实验室

科研水平和学术氛围，有助于学生们熟悉实验室学科和专业方向，了解学术发展动

态，增进对地震科研事业的认识。

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４）科学传播情况

２０２０年，实验室科研人员录制和发布了科普系列短视频 “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地

震？”等 ５个短片；制作科普节目 “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向社会公众宣传地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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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中国应急管理报》以 《永远在路上———记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题，从日常工作、研究内容和成果、文化传承等方

面对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了报道，使公众对实验室和地震科学研究有了

更深入地了解。

《中国应急管理报》报道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２０２０年，李传友、杨晓平、陈九辉、张会平 ４位研究员先后在主管部门中国地震

局和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网站上发表科普文章。《地震，在玉树划了一道

伤口》发表于玉树地震十周年之际，根据近年来对此次地震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地

震发生原因、特点等。《“殷墟”的一次大震动———磁县大地震》一文介绍了关于

１８３０年磁县大地震及其一系列余震的初步研究成果。《新构造的约会 （Ｄａｔｉｎｇ）》用

生动活泼的语言介绍了放射性、热年代学及古地磁等地层定年方法。《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２

日唐山古冶区 ５１级地震是余震吗？》解释了余震的概念，并推算了唐山地震的复发

时间和余震持续时间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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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人员在网站上发表科普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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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重 大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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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一：

图 １　圣安德烈斯断层

底部的慢地震和慢滑移

（Ａ）黄 色 点 为 慢 地 震

（Ｓｈｅｌｌｙ，２０１０），其中 １０个

２０ｋｍ深度之上的成组慢地

震用黑色圆圈加以标记，灰

色为 ２００４年到 ２０１７年间的

３级以上地震 （来源于北加

州 地 震 数 据 中 心，

ＮＣＥＤＣ）。１９６６和 ２００４年

的６级地震分别为白色和红

色的五角星。黑色箭头为模

拟的震级 ４７４慢滑移 （详

见图 ３Ｂ）在地表 ＧＰＳ台站

（白色三角形）形成的位移

场。（Ｂ）１０个 ２０ｋｍ之上成

组慢地震时间序列。（Ｃ）

圣安德烈斯断层上慢地震

和地震活动沿断层面的分

布，背景颜色为 ＧＰＳ位移

与慢地震的相关系数，指示

慢 滑 移 的 可 能 发 生 位 置

（Ｒｏｕｓｓｅ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圣安德烈斯断层深部震颤的热失稳机制

断层发生突然错动是构造加载作用下，脆性上地壳释放能量的典型方式。然而，

中下地壳经常可以观测到由于断层失稳激发的地震波，比如圣安德烈斯断层的深部

震颤，这些小尺度的断层失稳，伴随着另外一种不稳定滑移模式，即慢滑移，它们的

发生位置均深于脆性上地壳的地震域。实验室和野外观测表明，圣安德烈斯断层的

中下地壳在其对应的温压范围应当表现为以稳滑为特征的速度强化，因此，在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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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弹簧－滑块模型显示的剪切生热引起的滑动失稳

（Ａ）地壳中屈服强度随深度的变化，从力学性质的角度，上地壳为速度弱化型摩擦，中地壳为速度强化型摩擦，

下地壳为塑性。位于中地壳速度强化和温度弱化的剪切带厚度为 ｗ，剪切生热的热耗散距离为断层带宽度 Ｗ，围

岩的温度为 Ｔｂ。（Ｂ）稳态摩擦强度随温度和速度的变化。（Ｃ）地震周期中，速度与温度、剪应力与温度的演化

关系。（Ｄ）地震周期中，断层接触状态与温度、速度与温度的演化关系。（Ｅ）３个慢滑移事件，速度和温度随事

件的演化。（Ｆ）相应的断层接触状态和剪应力随时间的演化

度发生断层失稳的机理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美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共同资助下，地震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王丽凤研究员与美国南加州大学 ＳｙｌｖａｉｎＢａｒｂｏｔ教授合作，以全球地

震观测密度和研究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圣安德烈斯断层 Ｐａｒｋｆｉｅｌｄ段为例，对上

述问题开展了研究。研究中结合了室内岩石实验、地震学和地球物理研究结果以及

长期大地测量形变 （ＧＰＳ）资料，通过３００年的模拟结果，对断层深部的动态破裂行

为和活动特征进行了分析，所得到的热扰动成因的动态破裂事件，可以很好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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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圣安德烈斯断层慢滑移事件的模拟
（Ａ）两个在图 （Ｂ）中所示慢滑移事件在地表产生的位移。（Ｂ）三个慢滑移事件的 １０ｍｍ、２０ｍｍ和 ３０ｍｍ的等

值线。黑色等值线为图 １所示 ４７４级慢滑移事件。（Ｃ）Ｐ２９２、Ｐ２９３、Ｐ２８９和 Ｐ２９１台站上模拟的平行于断层的

地表位移。（Ｄ）所模拟断层中心的滑动随时间变化。（Ｅ）所模拟断层中心的滑动速度和温度随时间变化

该地区发生的震颤和慢滑移。结果表明，断层相对滑动过程中的剪切生热，可以起到

弱化断层的作用，从而为圣安德烈斯中下地壳的断层失稳提供了条件。正是这些剪

切生热导致的断层弱化，使得断层发生加速滑动，形成失稳。这一研究为深入理解中

下地壳的断层失稳，如震颤和慢滑移，展示了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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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圣安德烈斯断层上滑动速度和温度的时空演化
（Ａ）沿 Ａ—Ａ′剖面上断层滑动速度分布给出复杂的慢滑移分布。灰色和黑色的线分别为 １纳米／秒和 ３纳米／
秒的速度。（Ｂ）断层上最大滑动速度随时间的变化。（Ｃ）沿 Ａ—Ａ′剖面的温度变化，背景上的等值线与图
（Ａ）中一致。（Ｄ）断层面上最高温度随时间变化

图 ５　Ｐａｒｋｆｉｅｌｄ慢地震和所模拟慢滑移事件的复发模式
（Ａ）所模拟慢滑移事件 （黄色）的复发周期和观测的 １０个成组慢地震 （实线）的分布。（Ｂ）所模拟慢滑
移事件和成组慢地震的持续时间分布。（Ｃ）慢滑移事件所释放地震矩和持续时间关系。根据峰值速度 Ｖｐｅａｋ

＝１６×１０－８ｍ／ｓ，可以把慢滑移事件分为两组 （方块和三角），分别对应不同的 ｓｃａｌｉｎ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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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圣安德烈斯断层脆性域力学机制示意图

（Ａ）稳态摩擦参数 ａ－ｂ随深度的变化决定摩擦强度对速度的依赖。（Ｂ）稳态条件下 ａＱｂＨ的变化决定了摩

擦强度对温度的依赖。决定于稳定性条件，温度变化引起的摩擦失稳发生在温度弱化域。（Ｃ）断层带深部的

结构及其相应的断层活动特征。（Ｄ）圣安德烈斯断层深部剪切带剖面，以多尺度的滑动面为特征。（Ｅ）断层

核的主滑动面、剪切生热和慢滑移过程中形成的假玄武玻璃

该成果于 ２０２０年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ｓ上，美国媒体对此进行

了报道并对作者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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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二：

基于 ２５年 ＧＰＳ观测资料的中国大陆

现今地壳运动速度场及构造意义

　　中国大陆位于欧亚板块东南隅，西南部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持续地

向北推挤，东部与西太平洋地区相邻板块的俯冲消减运动相互作用。独特的构造背

景导致中国强震活动频繁，是全球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同时也使中国大陆构造

形成及演化的动力学机制成为地球科学研究的前沿热点。

图 １　相对稳定欧亚板块的中国大陆及周边地区 ＧＰＳ速度场

（改自 ＷａｎｇａｎｄＳｈｅｎ，２０２０的 Ｆｉｇｕｒｅｓ１ａｎｄ３）

认识中国大陆构造演化的运动学和动力学过程需要对构造变形的定量描述，而

以 ＧＰＳ技术为代表的大地测量是精确测定现今地壳运动最有效的手段。实验室王敏

研究员和北京大学沈正康教授通过分析处理 １９９１—２０１６年所有可能收集到的 ＧＰＳ

数据产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密集与精确的中国大陆及周边地区地壳长期构造运动速度

场。基于 ＧＰＳ速度场的分析获得了关于中国大陆构造变形的一系列新的认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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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基于 ＧＰＳ速度场的应变率场

（来自 ＷａｎｇａｎｄＳｈｅｎ，２０２０Ｆｉｇｕｒｅ４ａ）

（１）青藏高原和天山地区的形变场以连续形变为主，大的形变梯度仅存在于与印度

－欧亚板块碰撞方向正交的几条大型走滑断裂带上。（２）印度板块的北向推挤也造

成青藏高原西端的西向挤出，挤出速率在帕米尔高原中部达到 ６ｍｍ／ａ左右的最大

值。（３）青藏东南缘绕东喜马拉雅构造结的顺时针旋转以鲜水河－小江左旋走滑断

裂系为外边界，以嘉黎 （东段）－怒江右旋走滑断裂系为内边界；内、外两条边界与

大地电磁测深研究在下地壳和上地幔发现的两条高电导带在空间上一致，表明地表

观测到的高应变向下延伸到上地幔。（４）青藏高原与天山以外地区的地壳运动场基

本表现为块体运动；但是华北地区由于其独特的构造环境，内部形变高于其他块体，

存在～３×１０９／ｙｒ近 ＥＷ向的挤压应变和～１×１０９／ｙｒ近 ＳＮ向的拉张应变，揭示出太平

洋－菲律宾板块西向俯冲和青藏高原东向挤出的共同作用。

以上成果发表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并被美国地球物理

学会的通讯刊物 ＥＯＳ作为研究亮点进行了重点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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