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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中断坡滑脱断层破裂：

龙门山挤压隆升的大地测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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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藏高原东缘龙门山构造隆升一直存在挤压造山模式和下地壳层流模式之争．下地壳层流模型认为，龙

门山隆升与水平缩短关系不大，山前断层只是高原、盆地间差异性垂直运动的结果，高原之下无需挤压模式中的大

规模水平滑脱层．本文利用近场密集的同震形变数据，约束汶川地震破裂几何特征及同震滑动分布．反演结果显示

汶川地震撕裂龙门山中南段近水平滑脱层，宽度达到６０～８０ｋｍ，释放能量约占总标量地震矩的１２％，在１６～

２１ｋｍ深度出现两三个滑动量高达６～７ｍ的破裂区．深部低角度破裂往上转为高角度逆冲，沿龙门山中央断裂以

约５５°倾角出露地表．汶川地震破裂的几何产状和滑移幅度表明龙门山冲断带发育大规模的近水平滑脱层，是青藏

高原东缘地壳缩短增厚、龙门山挤压隆升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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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龙门山是青藏高原与华南地块之间一条板内汇

聚边界．晚新生代（９～１３Ｍａ）以来，龙门山及青藏

高原东缘地区曾快速隆升，与四川盆地形成３０００ｍ

以上的巨大地形比差，其陡峭堪比大陆板块边界的

喜马拉雅山脉［１］．

地学界对龙门山的隆升机制一直存在争议．传

统的挤压造山地区，如喜马拉雅弧形构造带，往往伴

随大型、低角度、高速逆冲的滑脱断层，冲断带内强

震频繁，前陆盆地巨厚沉积发育［２］．然而，龙门山山

前断层全新世活动速率仅１～２ｍｍ／ａ，大地测量显

示跨龙门山地区的挤压变形也小于３ｍｍ／ａ
［３］，山前

沉积厚度不过５００ｍ，特大历史地震鲜有记录
［４］．因

而，Ｒｏｙｄｅｎ等认为龙门山隆升属于下地壳层流模

式［５］，即川西高原中下地壳东流，受四川盆地坚硬基

底阻挡而垂向增厚、抬升，与水平缩短关系不大，山

前高角度断层是龙门山抬升中盆山差异性运动的地

表响应．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汶川地震在地表错开龙门

山构造带的中央断层和前山断层．从映秀到马尔康，

ＧＰＳ观测同震形变由最大５．３ｍ减低到０．２ｍ，地

表破裂带１６０ｋｍ以远变形依然醒目
［６］．ＩｎＳＡＲ监

测到地表变形从地表破裂带西南端向高原一侧扩

展，波及８０～１２０ｋｍ 以外区域
［７］．测震监测也显

示，该地区深部余震分布向北西向突出，沿小鱼洞、

棉篪、理县形成一条余震带［８］，与盆地一侧的北西向

小鱼洞断层相衔接［９］．地表变形与深部破裂特征一

致性说明，汶川地震的同震破裂并不局限于映秀、虹

口等地，而可能是龙门山深部滑脱层破裂的结果，龙

门山深部破裂的几何、运动学特征被视为挤压隆升

的地震学证据［１０］．不过汶川地震深部破裂的具体细

节及其可靠性仍需各种资料的论证和辨识．本文以

各类大地测量数据为约束，研究龙门山推覆构造带

深部滑脱断层的产状以及破裂行为，探索汶川地震

与龙门山构造隆升的关系．

２　地震破裂模型反演

２．１　模型和算法

假设地震区为各向同性弹性半空间，则矩形断

层位错引起地表变形可用封闭公式［１１］计算，主要与

子断层几何特征７参数（长、宽、深、走向、倾向、水平

投影坐标）和滑动３参数（走滑量、倾滑量、张性分

量）相关．

用大地测量资料反演断层几何与滑动参数的算

法分两类 ：① 根据破裂面复杂程度，将其简化为一

个或数个平面断层，则地表位移是断层几何参数和

滑动参数的非线性函数，通过一定的反演方法求

解［１２］，满足观测值残差的加权平方和（观测数据拟

合度）最小；② 设定方法①估算的破裂几何参数为

已知，或依据地震、地质资料等先验信息设定破裂几

何参数为已知，将断层分割为更大数目的子断层，以

获得更高分辨率的滑动分布，则地表位移是子断层

滑动参数的线性函数，解算滑动参数应满足观测数

据拟合度和滑移分布粗糙度最小（ｍｉｎｍｕｍ），即

‖犠（犌狊－犱）‖
２
＋β

２
‖犔狊‖

２
＝ｍｉｎｍｕｍ，（１）

这里犱是形变观测值，犠 是观测值的权矩阵，是观

测值方差协方差犇 的逆矩阵，即犇＝犠－１犠，犌是

格林函数，狊是子断层滑动矢量，β是平滑因子，单

位为ｍ－１，犔是拉普拉斯有限差分算子．为避免子断

层滑动不合理震荡，公式（１）解算采用变量边界约束

的最小二乘法，满足约束条件：

７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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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ｂ≤狊≤犅ｕ． （２）

这里犅ｂ、犅ｕ分别是滑动分量的上、下界．

方法②所得滑动分布完全取决于破裂面先验几

何特征．Ｆｅｎｇ 等（２０１０）、Ｔｏｎｇ 等 （２０１０）、Ｘｕ 等

（２０１０）采用了该算法
［１３１５］，由于缺少足够的先验信

息，他们的模型均没有包含滑脱层，所以解释不了引

言提及的地表位移场特征．Ｓｈｅｎ等 （２００９）为减弱

先验信息不确切带来的模型误差，采用一种混合算

法，在解算滑动分布时，同时估算为数有限的破裂面

几何参数（６个断层倾角）
［３］．他们的模型预设了深

部滑脱层，但反演所得的滑脱层滑动幅度较低．

本文侧重于获得可靠的断裂深部几何参数，同

时给出对应的滑动分布模型．首先，分别用 ＧＰＳ／

ＩｎＳＡＲ资料（以避免不同资料定权的复杂性）和格

网搜索方法确定断层几何参数及其置信区间，即依

据先验信息确定破裂面的几何结构，建立合理的、一

定参数空间密度的几何参数模型，用变量边界约束

的最小二乘法计算每个模型的滑动分布，选择观测

值拟合度最好的模型作为最佳模型，用Ｆ统计估算

其置信区间；然后，联合水准、三角点、强震台静态位

移资料［６］，使用最佳模型几何参数，用变量边界约束

的最小二乘法重新确定最终的破裂滑动分布模型．

２．２　破裂面几何参数及置信区间

基于龙门山山前叠瓦状逆冲推覆构造以及余震

精确定位，一般认为汶川地震破裂面具有柱面状的

铲式结构，在地质平衡剖面上，可近似表现为浅部陡

立断坡断层以及深部低倾角滑脱断层［１６］．破裂面的

空间参数，一部分依据前山断裂（灌县—江油）和中

央断裂（映秀—北川）的地表考察结果确定［９］，得到

可靠的破裂走向、顶部埋深、出露位置等先验几何参

数信息，无需进一步精化；另一部分参数，如破裂面

长度、宽度，可依据实际需要任意设定，不影响破裂

面滑动分布反演（因为实际破裂面长度、宽度由最终

反演结果决定），也不影响对其他几何参数（如破裂

面倾角）的约束．

因此，前山断裂可以简单设为单独的一个断坡

断层，中央断裂由上部的断坡断层下接滑脱断层构

成，断坡断层走向根据地表破裂带确定，使得破裂

上边界逼近实地考察的地表破裂带．考虑地表破裂

带两端以外的潜在破裂，模型破裂面（包括前山断

裂）有意向两侧延长；滑脱断层长度、走向与其上部

断坡断层一致，其宽度超过余震分布范围，充分顾及

潜在的深部余滑，整体上中央断裂映秀—北川段最

宽．需要通过地表位移场进一步约束的几何参数是

破裂面倾角（包括倾角沿走向、倾向的变化）．

龙门山地区断层三维结构显示前山断裂可能为

低倾角逆冲（＜１５°），但多次反演表明破裂分布反演

结果对前山断裂倾角差异并不敏感．为了简单，前山

断裂设为平面断层，所有子断层倾角固定为３５°（取

自ＧＣＭＴ地震矩张量解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ｃｍｔ．

ｏｒｇ），并假设在模型截面上，前山断裂向下延伸不能

超过初始破裂点．在破裂面几何模型中，中央断裂分

为映秀—北川段和北川—青川段，具有独立的铲式

结构，顾及地表破裂带西南段、东北段破裂方式的明

显变化［９，１７１８］．前山断裂和中央断裂的两段破裂面

都被离散化为４ｋｍ×３ｋｍ或４ｋｍ×４ｋｍ的矩形

子断层（共２０１６个子断层，最小二乘法需要反演

４０３２个走滑、倾滑参数）．

中央断裂每段的子断层倾角沿走向保持一致，

其深度变化由地表（顶层子断层）倾角δ狊、滑脱层顶

部倾角δ犱 和埋深犺犱 三个几何参数决定，顶层以下

各子断层倾角随深度单调递减，在视觉上保持破裂

面大致光滑，以及不同模型破裂面总体形态的相似

性和彼此间协调性（图１）．最后需要以格网搜寻算

法约束的几何参数，仅是与中央断裂有关的６个参

数，其参数空间设置见表１．

表１　断层几何参数及置信区间

犜犪犫犾犲１　犉犪狌犾狋狆狉狅犳犻犾犲狊犪狀犱犵犲狅犿犲狋狉狔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犪狀犱

狋犺犲犻狉犮狅狀犳犻犱犲狀犮犲犻狀狋犲狉狏犪犾狊

模型参数 映秀—北川段 北川—青川段

地表倾角δ狊／（°）

约束上界

置信上界

最佳

置信下界

约束下界

７０

５５．３

５５

５４．８

４５

８０

７９

７５

７０

５５

滑脱层顶部深度犺犱／ｋｍ

约束上界

置信上界

最佳

置信下界

约束下界

３０

１６．５

１５．５

１３．５

１０

３０

１６．５

１６

１３．５

１０

滑脱层顶部倾角δ犱／（°）

约束上界

置信上界

最佳

置信下界

约束下界

４５

９．５

７

５

０

４５

１１

７．５

４

０

　　格网搜索分映秀—北川、北川—青川两段独立

进行，每段内三参数按两个一组如（δ狊，犺犱）和（δ狊，δ犱）

构建两个二维参数空间，独自搜寻．为了避免观测值

种类不同引起的定权复杂性，分别使用 ＧＰＳ／

ＩｎＳＡＲ观测的地表位移进行最佳参数搜寻．最佳几

何参数通过观测值拟合度 ＷＲＳＳ的等值线图或曲

线图判定，根据ＧＰＳ数据反演的最佳几何参数见表１

８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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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破裂剖面和几何参数

Ｆｉｇ．１　Ｆａｕｌ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和图２（上），结果与 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１）结果一致．为了

考察其可靠性和约束力，单独用ＡＬＯＳ卫星ＩｎＳＡＲ

资料反演模型几何参数，其中仅用文献［６］升轨资

料的反演结果见图２（中），最佳滑脱层深度是１６

ｋｍ，与ＧＰＳ反演的结果相同，但无法判断最佳倾角

大小．文献［６］ＡＬＯＳ卫星升轨资料和文献［１４］降轨

ＳｃａｎＳＡＲ资料联合反演结果见图２（下），最佳滑脱

层深度１６ｋｍ，映秀最佳倾角约４５°，青川倾角约

７５°．可见，ＧＰＳ反演结果是可靠的，升轨资料的加入

整体上提高ＩｎＳＡＲ 对模型参数的约束力，由于

ＩｎＳＡＲ对断层上盘近场变形的监测力度不足，对模

型参数的分辨力仍低于现有的ＧＰＳ数据．

置信区间根据 ２ 分布判定．如观测值服从正态

分布，观测函数在最优几何模型处线性化，定义如下

统计量：

２
α ＝

２
ｏｐｔ １＋

犿
狀－犿

犉（犿，狀－犿，１－α［ ］），
式中，狀是数据个数，犿 是模型参数个数，犉是自由

度为犿 和狀－犿 的犉 分布值，α是置信水平，所有

２＜
２
α的模型被认为落在最优模型的１００×α％置

信区间内［１９］．图３（上）ＧＰＳ反演的 ２
α 等值线闭合

峰值区就是最优模型的９０％置信区间．

ＧＰＳ数据对滑脱层深度的约束很强，变化区间

一般在２～３ｋｍ以内；对映秀地表倾角的约束也在

１°以内．对北川—青川地表倾角约束较低，可在±５°

内变化，可见现有数据在北川－青川近场分布仍有

不足，不能反映该段倾角的细微变化．北川—青川段

与滑脱断层有关的两参数的约束也不如映秀—北川

段强，现有取值更多是为了保持龙门山构造带深部

滑脱层几何结构的一致．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只有映

秀—北川段滑脱层参与破裂［３］，北川—青川段更多

是表现为近直立的走滑破裂．

２．３　滑动分布特征

基于最佳几何模型计算滑动分布时，为提高模

型分辨率，将ＧＰＳ联合ＩｎＳＡＲ、三角点、水准点、强

震台静态位移资料．反演计算中，各类资料按实际误

差定权，ＧＰＳ水平和垂直分量则分别按二、三倍中

误差降权处理，平滑因子β的选择应同时兼顾数据

拟合度和滑动分布的光滑度，取β＝１．参考地表破

裂调查的最大值，并在５～１５ｍ范围内试验滑动分

量的最高上限，最终设定前山断裂滑动的走滑、逆冲

分量最大不超过５ｍ，中央断裂不超过１０ｍ．图４是

基于以上加权方案、滑动边界及光滑约束条件得到

的滑动分布．假定剪切模量为３０ＧＰａ，依据该分布

计算的标量地震矩犕
犵
ｏ＝９．６７×１０

２０Ｎ·ｍ，则矩

震级犕ｗ ＝７．９６．本文解算标量地震矩与张勇等

（２００８）利用远震地震波计算结果
［２０］等同，比王卫民

等（２００８）联合反演地震波形与 ＧＰＳ位移的地震

矩［２１］略小，但大于ＧＣＭＴ估算的标量矩犕
狊

ｏ＝８．９７×

１０２０Ｎ·ｍ．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１）曾用５０６个测站位移资料

和８轨ＡＬＯＳ卫星升轨ＩｎＳＡＲ图像约束破裂模型，

本文的模型反演新增１７８个位于下盘的ＧＰＳ测站

资料［６］，并融合ＡＬＯＳ降轨ＳｃａｎＳＡＲ干涉图像，新

模型与 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１）模型具有高度一致，新增资

料是对原有数据有效补充．

本文模型包含分布在中央、前山断裂上的六个

主破裂区，滑动峰值高达３～１２ｍ．在映秀—北川

断层，滑动量较小（＜２ｍ）的空区与相邻大幅度破

裂的凹凸体形成鲜明对比．在地表破裂的西南端，映

秀、漩口一带的破裂以紫坪铺水库为界，与虹口破裂

区分隔明显．东北端青川一带的破裂也可以进一步

细分．前山断裂破裂主要集中在汉旺一带，其两侧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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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数据拟合度 ＷＲＳＳ／１００

左：映秀—北川段，右：北川—青川段．上：ＧＰＳ数据，中：ＩｎＳＡＲ升轨数据，下：ＩｎＳＡＲ升轨加降轨数据．

Ｆｉｇ．２　ＷＲＳＳ／１０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ｅｆｔ：ｉｎｆｅｒ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ｔＹｉｎｇｘｉｕ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Ｒｉｇｈｔ：ｉｎｆｅｒ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ｔ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Ｑｉｎｇ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Ｕｐ：ｉｎｆｅｒｅｄｆｒｏｍＧＰＳｄａｔａ；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ｆｅｒｅｄｆｒｏｍ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ｓｗａｔｈｍｏｄ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Ｄｏｗｎ：ｉｎｆｅｒｅｄｆｒｏｍ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ｓｗａｔｈｍｏｄｅａｎｄ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ＳｃａｎＳＡＲｍｏｄ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

０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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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同震滑动分布模型

（ａ）走滑；（ｂ）倾滑．

Ｆｉｇ．３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ｂ）Ｄｉｐｓｌｉｐ．

图４　同震滑动分布与形变模拟残差

ＱＣ：青川；ＮＢ：南坝；ＢＣ：北川；ＨＷ：汉旺；ＹＸ：映秀．

Ｆｉｇ．４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ＱＣ：Ｑｉｎｇｃｈｕａｎ；ＮＢ：Ｎａｎｂａ；ＢＣ：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ＨＷ：Ｈａｎｗａｎｇ；ＹＸ：Ｙｉｎｇｘｉｕ．

县、安县也有零星破裂发生．汶川地震余震序列重新

定位结果显示强烈的分段和非均匀特征［８］，余震分

布宽度最大的区段位于映秀和北川凹凸体周围，其

余凹凸体附近余震分布也明显集中．用模型拟合

ＧＰＳ测站位移的中误差是４．１ｃｍ，但如果剔除三角

点，拟合中误差只有１．６ｃｍ．最大拟合误差大约０．８ｍ，

位于虹口附近的一个三角点，除自身观测误差较大

外，该拟合误差也可能反映了部分震后变形的影响．

此外断层位置变化、断层周缘非弹性变形也可能引

起较大偏差．ＩｎＳＡＲ升轨采样点拟合中误差４．１ｃｍ，

降轨采样点拟合中误差５．６ｃｍ，精度略低，但与

ＧＰＳ数据基本符合．

Ｄｕ等（１９９２）以分辨率矩阵犚来评估模型的可

靠性［２２］，其对角线元素狉犼（犼＝１，２，…，２狀，狀是子断

层数）反映子断层滑动分量估算强度．如果该分量

能够完全分辨，其值为１；完全不能分辨，其值为０；

通常对角元素０＜狉犻＜１．我们将子断层对角元素平

方和的均方根犚犻（犻＝１，２，…，狀）的倒数ρ，作为其

模型分辨率的代用指标，具体定义为：

ρ＝α／ 犚槡 犻． （３）

１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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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α代表子断层的线性尺度，在本模型为３ｋｍ或

４ｋｍ．ρ代表了模型能够可靠分辨的滑动分布尺度

大小．分析可知，浅部贴近地表的模型分辨率最大达

６～８ｋｍ，最低部位在小鱼洞附近，分辨率也在１２～

１４ｋｍ，而深部分辨率较差，但最低也在１６～２０ｋｍ．

因此我们认为，模型显示的主滑动区，以及浅层的滑

动空区是可靠的．

２．４　模型比较与深部余滑

尽管观测资料取舍不同，分辨率各异，迄今公布

的十多个破裂模型均揭示了大尺度破裂的不连续分

布特征，即破裂在时间上可以细分为强度不等的子

事件，在空间上一般表现为大小有别的主要滑动区．

静态大地测量资料强化了对破裂模型的约束，给出

了较为精细的破裂分布结构，因此本文比较那些利

用了多种大地测量资料反演的破裂模型［３，１０，１４１５］，重

点关注ＧＰＳ、ＩｎＳＡＲ资料在重建汶川地震破裂过程

中的作用．

本文以及 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１）建模以地面实测资料

为主，ＩｎＳＡＲ遥感资料为辅，两个模型间细小差异

主要是所用地面资料的数量不同．Ｓｈｅｎ等 （２００９）

给出的模型［３］主要依据９１００个 ＡＬＯＳ／ＥｎｖｉＳａｔ升

轨ＩｎＳＡＲ图像采样点，模型细节特征来自ＩｎＳＡＲ

的观测约束，１４８个ＧＰＳ站资料只起辅助作用，且

对近场ＧＰＳ站按位移幅度进行降权处理，更削弱

ＧＰＳ资料的约束强度．尽管模型拟合误差小（ＩｎＳＡＲ

拟合误差１．９ｃｍ，ＧＰＳ拟合误差大约４ｃｍ），但中

央断裂上仅显示映秀、北川、南坝三个局部峰值超过

９ｍ的主破裂区，前山断裂没有明显的破裂峰值区，

模型分辨率较低．

Ｔｏｎｇ等（２０１０）
［１４］利用５７３８个 ＡＬＯＳ卫星

ＩｎＳＡＲ图像采样点（其中７２９个来自下降轨道）和

近场ＧＰＳ测站１０３个水平位移分量资料建模．该模

型突显了映秀、北川、高村、南坝、汉旺五个主破裂区

域．该模型的一个特点是引入地表破裂勘察资料作

为模型约束条件［９，１７１８］，模型细节特征可能更多体

现了地表数据的贡献．尽管模型分辨率有所提高，

但ＩｎＳＡＲ数据的拟合中误差增加到１０～１２ｃｍ，比

Ｓｈｅｎ等（２００９）模型大，ＧＰＳ拟合中误差更大，达到

１４．５ｃｍ，说明模型误差较大．

Ｆｅｎｇ等（２０１０）模型
［１３］也显示浅部六个主破裂

区（其破裂面两端的滑动模式与我们略有不同）．模

型反演仅用２１５０个受电离层误差干扰相对较小的

ＡＬＯＳ数据，但对有限的ＧＰＳ数据依据测站距离远

近给予特别加权，大幅增加了近场 ＧＰＳ数据的权

重．为数不多的ＧＰＳ数据可能决定了断层浅部的滑

移分布，提高了模型分辨率，但一定程度降低了模型

精度，拟合ＩｎＳＡＲ数据中误差达到７．７ｃｍ，相对

较高．

本文与此前主要依赖ＩｎＳＡＲ建模的主要差别

在深部破裂状态，图３清楚显示１５ｋｍ以下两个分

别位于卧龙、草坡峰值高达６ｍ主破裂区．该区与

断坡断层主破裂区域分离，其释放的地震矩相当于

两次犕ｗ＞７大震．此外，滑脱层还有三、四个中小规

模破裂区，散布在理县、汶川和茂县一带，大致也相

当于犕ｗ６．６～６．８强震．由于ＩｎＳＡＲ数据对位于浅

部、高角度断坡断层滑动相对敏感，而对深部、近水

图５　震后形变场与余滑分布

ＱＣ：青川；ＮＢ：南坝；ＢＣ：北川；ＨＷ：汉旺；ＹＸ：映秀．

Ｆｉｇ．５　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ＱＣ：Ｑｉｎｇｃｈｕａｎ；ＮＢ：Ｎａｎｂａ；ＢＣ：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ＨＷ：Ｈａｎｗａｎｇ；ＹＸ：Ｙｉｎｇｘ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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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脱层破裂分辨能力相对薄弱，以ＩｎＳＡＲ为主的

反演模型不能可靠展示这些深部破裂特征．而位于

断层上盘ＧＰＳ资料重现滑脱面非均匀破裂特征．

本文与 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１）建模所用资料均含有部

分震后形变，因而反演所得深部破裂可能混杂一定

的震后余滑．为此，本文假定４７个ＧＰＳ站震后８个

月内观测位移完全为余滑的地表变形响应［６］，依据

各测站位移时间序列，推估这些测站震后８个月总

位移幅度（图５），用以约束余滑模型，定性评估余滑

与同震的关系．

余滑反演采用与前面一致的断层产状面，但子

断层数量大幅减少（基本是上下左右四个合并成一

个，得到５５１个子断层，需要反演１１０２个走滑、倾滑

参数），映秀—北川断层余滑主要分布在下部滑脱层

（图５），最大滑动不超过１ｍ，而北川—青川段浅部

断坡余滑最大，近地表处仍有１ｍ以上的余滑．余

滑峰值区与同震滑动峰值区有对应关系．不过，映

秀—北川段同震滑动峰值主要分布于上部断坡，而

震后余滑更多地发展到深部的滑脱层，可以在较长

时间内缓慢释放．而走滑为主的北川—青川段，余滑

分布峰值区还是位于地壳上部，位于对应的同震滑

动峰值区的东北方，与破裂传播方向一致．

以上余滑模型代表汶川震后余滑的上界．模型

拟合观测值的残差中误差０．７ｍｍ，上盘远场４个

测站模拟值比观测值小，残差较大，可能与震后黏弹

性松弛有关．依据模型，余滑标量矩１．３×１０２０Ｎ·ｍ，

相当于一次犕ｗ７．３级地震．代表模型能够可靠分辨

滑动分布尺度大小的ρ，在浅部为８～２０ｋｍ，深部分

辨率较差，最低也在１８～３０ｋｍ，这说明模型显示的

主滑动区及滑动空区是可靠的．因此，即使顾及最大

可能余滑，深部滑脱层滑动达５．５ｍ的两三个破裂

峰值区仍是基本为同震过程．

３　讨　论

近来三次最大的陆内逆冲型（１９９９年台湾集

集，２００５年克什米尔，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中，集集与

汶川地震的破裂模型显示发震断层延伸至深部近水

平的滑脱层［２３］，集集地震在滑脱层上的滑动量最大

２～４ｍ，汶川地震深部破裂幅度最大可达６～７ｍ．

克什米尔地震的同震滑动限定在１５ｋｍ以上断坡

断层［２４］，利用ＳＡＲ亚象元匹配技术得到同震位移

场，可能因观测精度不高，不能有效恢复１５ｋｍ以

下深部破裂，破裂可能终止于脆韧性转换带，也可

能继续深入喜马拉雅下部低角度韧性滑脱层．

发生在盆山交界地带的逆冲型大震与造山过程

有关．就龙门山而言，汶川地震深部破裂是沿近水平

滑脱层展布，还是沿高角度断坡断层向中下地壳延

伸，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造山模式．大地测量反演提

供了区分两种模式的关键证据．目前判据主要是测

站位移拟合度，例如集集地震，采用断坡滑脱断层

为代表的薄皮构造的破裂几何结构，就比厚皮构造

能更好拟合地表位移［２３］，其模型由滑脱层平面突然

向上变为高角度断坡平面．本文不同的是滑脱层曲

面向上光滑过渡到断坡曲面，符合地质破裂和能量

最小规律．用同样方法另外构建最小角度大于４５°

的断坡模型，令犺犱 等于约束上界３０ｋｍ，δ犱 等于约

束上界４５°，然后去掉下部倾角小于４５°的子断层，

得到比单一倾角平面模型子断层更多、下部延伸更

远的断坡曲面模型．针对断坡滑脱层和断坡曲面两

种断层结构拟合汶川地表位移场，断坡滑脱断层铲

式结构的拟合度同样比高角度断坡断层的残差平方

和至少低１６％～１７％，尤其是断层西南部观测值拟

合．因而汶川地震与集集地震破裂几何结构基本

类似．

集集地震的深部破裂位于８～１０ｋｍ 深度，基

本上位于脆性孕震层内，完全为同震破裂，但汶川地

震深部破裂深度在１６～２１ｋｍ，位于深１５～２５ｋｍ、

由脆性地壳向黏性过渡的转换带内．人工地震深反

射剖面以及地震层析成像皆显示这个１０ｋｍ厚的

中地壳层具有明显的地震波速异常，泊松比较低．精

密定位的汶川余震序列和震前微震活动都聚集在深

度５～２０ｋｍ范围，２０～３０ｋｍ间是缺震层，少有震

前微震及余震活动［８，２５］．Ｓｈｅｎ等（２００９）的破裂模型

曾指出汶川地震深部破裂很可能是滑脱层余滑［３］，

这意味着深部滑脱层的位错不是由于震间自身累积

应力释放，而是对浅部破裂的应变调整．但基于本文

破裂模型推测，深部滑脱层大幅度滑动是同震破裂，

因为：①分布于滑脱层的两个主破裂区的平均位移

达到４ｍ，最大位移６ｍ，比Ｓｈｅｎ等（２００９）的深部

不足２ｍ破裂大的多，如前所述，如此大幅度滑移

不可能是余滑的结果，与汶川地震具有类似构造环

境的集集地震，其最大余滑不超过１ｍ
［２６］；②如果

只将深度１６ｋｍ以上部位的断层滑动视为同震破

裂，则汶川地震标量地震矩仅７．１×１０２０ Ｎ·ｍ，只

有ＧＣＭＴ估值的７９％，因此，深度１６ｋｍ以下的滑

脱层破裂至少有部分是同震位移；③如果将深度

１６ｋｍ以下破裂全部视为余滑，则该“余滑”在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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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内对地表破裂带２８ｋｍ以外的郫县站影

响值为向西北位移６～７ｃｍ，但震后半年内郫县站

ＧＰＳ连续观测累计位移是向西北３～４ｍｍ，仅占估

算的“余滑”影响值的二十分之一，同样反证汶川地

震余滑规模很小，与海洋板块边界地震导致的余滑

不同［２７］．

龙门山构造隆升可追溯到中生代，具有复杂的

结构和演化过程．晚新生代（９～１３Ｍａ）受青藏高原

向东扩展，山体快速抬升，形成高耸山脉［１，２８］．一种

观点认为，龙门山山前缺乏新生代前陆盆地，第四纪

以来缩短变形可以忽略［１］，高角度冲断带的构造活

动调节了青藏高原东缘相对四川盆地的抬升，在四

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挤压中，总体表现为厚皮构造．

但本文研究显示，龙门山下部存在切割中下地壳高

角度断层的可能性不大，区域微震、余震活动性也不

支持这种变形模式［８］，下地壳的层流不可能是龙门

山隆升的唯一机制．

另一种观点认为，龙门山推覆构造前缘地带代

表了典型的中生代前陆盆地［２９］，中地壳存在一个低

角度的基底滑脱面，下部基底不变形．滑脱面在龙门

山一侧逐渐陡立，形成断坡，呈现大致平行的叠瓦状

冲断带．沉积盖层水平缩短、褶皱、增厚变形，山体抬

升［２９］．与薄皮构造有关的缩短变形需要在龙门山底

部存在滑脱层，并可能伴随莫霍面深度的陡变．深部

地震波速度结构显示，地壳从前陆的四川盆地４０～

５０ｋｍ加厚至青藏高原东缘５０～６０ｋｍ
［３０］，龙门山

构造带对应了区域地壳厚度变化．

以往对龙门山深部滑脱层几何特征的粗略认识

主要来源于前陆盆地滑脱层的自然延伸、微震分布

和壳内低速层空间展布，因缺乏精细人工地震剖面

约束，滑脱层具体空间特征如埋深、倾角变化等难以

界定．基于跨龙门山地震台阵接收函数推算的Ｓ波

速度结构［３１３２］，Ｒｏｂｅｒｔ等 （２００９）确切指明中地壳

反射界面位置—暗示在龙门山下１５～２０ｋｍ深度

存在一条近水平滑脱断层［３３］，与我们反演的深部滑

脱断层的几何特征十分一致，并且滑脱层断坡与下

部莫霍面陡变的位置基本对应（断坡位于莫霍陡变

部位东侧３０～５０ｋｍ），似乎暗示该反射界面可能代

表了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间上地壳接触边界．本文

研究无疑给出深部滑脱层持续活动的观测证据，进

一步支持缩短增厚作为龙门山隆升的主要机制．

远离地表破裂带的深部滑脱层同震破裂表明，

该滑脱断层不仅是壳内的热边界及岩石流变分异顶

部边界，也可能是板内活动构造单元间的动力边界．

可以推测，青藏高原地壳向东运移受到四川盆地阻

挡，松潘—甘孜地块沿此滑脱断层逆冲、推覆在上扬

子克拉通华南地块上，导致龙门山构造隆升．此过程

中，上地壳物质向上推覆形成了彭灌、宝兴杂岩的飞

来峰，上伏于上扬子克拉通基底，山前沉积层亦呈现

多种逆掩推覆体，使古生代地层覆盖在中—新生代

地层之上［３０］．因而，四川盆地与松潘—甘孜地块中

上地壳之间，不大可能沿龙门山保持垂直接触关

系［３３３４］；相反晚新生代松潘—甘孜地块与四川盆地

间地壳缩短变形（假定为２～３ｍｍ／ａ），四川盆地基

底完全可能以较大幅度插入龙门山之下．如按青藏

东缘初现河流加速下切（９～１３Ｍａ）的年代计，挤入

距离达到２０～４０ｋｍ，而按区域地形初始（＞２４Ｍａ）

抬升年代计，最大可达６０～７０ｋｍ，与本次破裂的最

大宽度相当．被动挤入龙门山、松潘—甘孜的原属华

南克拉通地壳，因岩石挤压变形及高温高压变质作

用，强度低于后缘四川盆地的刚性地壳，具有低速、

高导特征，但并不是与青藏高原向东挤出有关、可以

流动的软弱层．

汶川地震表明，寒武纪基底岩石即使在１６～

２１ｋｍ的深度下，仍具有足够岩石强度，保持构造应

力聚集于滑脱层．在低速率滑动条件下，整个断坡

滑脱断层容易具备较大摩擦强度，足以使浅部断层

完全闭锁，维系山前高梯度地形；在深部，断层各部

位震间摩擦状态也不完全是速率增强型的自由蠕

滑，滑脱层某些区域可能部分耦合，甚至闭锁，接触

部位表现为速率减弱型摩擦状态，导致较大范围深

部破裂，这也可能是龙门山地区能蕴育特大地震的

深部背景．

４　结　论

本文用密集高精度的大地测量同震形变观测数

据，基于弹性半空间位错理论，用格网搜寻算法研究

破裂面深部几何结构．结果显示中央断裂为出露地

表的高角度（约５５°）断坡断层，下接一个深度在

１６～２０ｋｍ的低角度（约７°）滑脱层．相比以高角度

（大于４５°）深大断裂为主要特征的厚皮构造，以断

坡滑脱断层为特征薄皮构造模型拟合地表位移的

残差平方和至少低１６％～１７％，拟合测站位移的中

误差仅１．６ｃｍ．依最佳薄皮构造模型反演的破裂分

布，清楚显示发震断层的西南段滑脱层同震滑动，深

部破裂向西延伸到远离地表破裂带６０～８０ｋｍ以

外，同震滑动有二、三个滑动幅度大于２～６ｍ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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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期 谭凯等：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中断坡滑脱断层破裂：龙门山挤压隆升的大地测量证据

值破裂区．深部破裂区的识别得益于龙门山地区加

密的ＧＰＳ观测，说明在逆冲破裂上盘获取密集、高

精度、三分量同震位移资料，对研究特大地震震源过

程具有重要价值，而汶川特大地震展示的深部滑脱

层错动的大地测量反演结果与山前地壳缩短的地质

学观测———作为龙门山挤压隆升的重要证据，一致

表明至少在龙门山中南段刚性四川盆地基底沿滑脱

层被动插入龙门山之下，龙门山冲断带内叠瓦状铲

式结构的断坡滑脱断层调节青藏高原东缘的挤压

变形，是与龙门山隆升直接相关的大规模活动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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