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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区地震震源机制解及动力环境分析
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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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地质科学院, 北京 100037;
摘

2)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要: 使用中国地震台网约 100 台原始观测波形数据, 利用 FOCMEC 震相法确定了 2017 年 11 月 23 日 5.0

级重庆武隆和 2016 年 12 月 27 日 4.9 级重庆荣昌地震的震源机制解。同时搜集了重庆地区近年来其它震源机
制资料。结果显示武隆地震属于走滑正断型, 与 2013 年发生在七曜山断裂带中段的石柱地震活动性质相似,
推断七曜山断裂以正断活动为主。发生在华蓥山断裂带南段的荣昌地震属于走滑逆冲型, 推断华蓥山断裂(南
段)以逆冲活动为主。从区域震源机制解结果看, 华蓥山断裂南段所在的重庆西部主要受近东西向挤压构造应
力控制, 与华南区域构造应力场一致。七曜山断裂带所在的重庆中东部主要受近南北向挤压应力控制, 与现今
华南区域构造应力场不一致。推断重庆中东部处于一个与周围应力和构造活动方式不同的独特环境。综合新
生代构造资料推断, 青藏高原隆升基本没有影响华蓥山断裂带以东地区。重庆中东部至两湖平原地区处于特
提斯构造域和环太平洋构造域的转换过渡区, 其独特的应力环境表明该区现今似乎不受两大构造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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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waveforms recorded by about one hundred seismic stations of the China Seismic Network and
the phase-based method of FOCMEC, the authors determined focal mechanisms of the Ms 5.0 earthquake that
occurred on November 23, 2017, in Wulong and the Ms 4.9 earthquake on December 27, 2016, in Rongchang. The
authors also collected focal mechanisms of other earthquakes which recently occurred in Chongq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ulong earthquake along southern Qiyaoshan fault was an oblique normal fault activity, similar to
another earthquake recently occurred in Shizhu along central Qiyaoshan fault. It is therefore inferred that the
Qiyaoshan fault was characterized by normal activities. The Rongchang earthquake along southern Huayingshan
fault was a reverse fault activity with strike-slip component, therefore, the (southern) Huayingshan fault was
characterized by reverse activities. On a regional view of focal mechanism, the western part of Chongqing where
the Huayingshan fault is located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compressional stress in rough E–W direction,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stress environment in South China.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part of Chongqing where the Qiyaoshan
fault is located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compressional stress in rough S–N direction, but the stress field is
different from background (rough E–W) stress environment in South China. All these data indicate that the areas
from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part of Chongqing to Hubei–Hunan plain are in a special dynamic environment. In
fact, the areas are in the transition region between two global tectonic domains, i.e., Tethyan and circum-Pacific
tectonic domains. The distinctive present stresses imply that the region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Chongqing to
Hubei–Hunan plain seems not to be affected by the two global tectonic domains in 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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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 重庆地区相继发生了两次中等强度地

盆地以西和以南(图 1), 则经受了特提斯构造带发

震。2016 年 12 月 27 日在荣昌发生了 4.9 级地震,

生的大陆碰撞及青藏高原隆升扩展的改造。本研究

2017 年 11 月 23 日在武隆发生了 5.0 级地震。虽然

区则处于环太平洋和特提斯这两大构造域之间。磷

这两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但由于区域人

灰石裂变径迹分析(袁玉松等, 2010)显示, 华蓥山断

口密度较大, 震感明显, 对人民生活造成了一定影

裂带以东的重庆地区有可能受到了环太平洋构造某

响。荣昌地区虽然中小地震频发, 但震级达到 4.9

些影响, 四川盆地西部则可能受到了特提斯构造的

级的地震并不多见。武隆地区历史地震非常少, 而

影响。

震级达到 5.0 级的地震更是稀少。这两个地震给我

从现今构造应力场来看, 龙门山断裂带以东至

们提出了一定的警示。重庆作为直辖市, 又处于国

东南沿海之间的大部分华南同属于一个四级应力区,

家重大经济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的中段。如果地震

即华南主体应力区(谢富仁等, 2004)。该区地震的震

发生在区内重大工程区里, 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经

源机制解 P 轴方位约为 110~120(徐纪人等, 2008),

济损失。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该区的地震活动性质进

见图 1。华南主体应力区基本包括了华南的大部分

行深入研究。

地区。但中国重力异常梯度带以东的华南地区大地

地震的震源机制解不仅可以确定地震断层类

震非常少, 故可供使用的震源机制解也非常少。
图 2 显示了重庆及周边地区 1980 年以来大于

断裂活动性质的认识。为此, 本研究拟重点确定荣

3.5 级地震的分布(数据来自中国地震统一目录), 这

昌和武隆地震的震源机制解, 同时结合近年来新增

些活动体现了区域构造活动的位置和强弱。相比于

的震源机制解结果, 分析重庆地区断裂活动性质和

其西边的青藏高原和西南的云贵高原而言, 重庆地

区域动力环境。

区地震具有频度较低(震中密集程度低)、强度较弱

区域构造活动和动力背景

(震级小于 5.5 级)、深度偏浅(震源圈呈白色至浅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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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还可以揭示区域构造应力场特征, 深化对区域

色)等特征。聚焦至华蓥山断裂带和七曜山断裂带,

地震在空间上分布也很不均匀, 主要呈簇团状分布

地 质 调 查 局 , 2004)和 克 拉 通 边 界 (简 化 自 任 纪 舜 ,

而不是沿断裂呈带状分布。两条断裂带具有明显的

1999; 任纪舜和刘志刚, 2002)等。研究区(图 1)位于

分段活动特征。华蓥山断裂带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南

上扬子古陆(含四川盆地和川东褶皱带)东缘, 扬子

段的宜宾和荣昌附近, 此次的荣昌地震即发生在该

克拉通的西部。本区主要发育以北东和北东东走向

区域。虽然七曜山断裂带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中段,

为主的断裂和褶皱带, 规模较大的基底活动断裂为

但此次的武隆地震却发生在七曜山断裂带南段附近,

华 蓥 山 断 裂 带 和 七 曜 山 (现 又 称 齐 岳 山 )断 裂 带 等

而该区域历史地震非常少。

C

图 1 显示了重庆及周边主要断裂(简化自中国

(四川省地质局, 1991)。华蓥山断裂带是四川盆地内
最大规模的断裂带, 总体走向北偏东 40~45, 倾

2

地震数据和分析方法

向南东, 倾角 30~70, 北起达州北, 向西南经大

本文所使用的地震波形数据来自于中国地震

竹、邻水、合川、铜梁、荣昌至宜宾南, 长约 460 km

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国家测震台网数据备份中心(郑

(江北地震宏观考察组, 1992; 王小龙等, 2012)。七

秀芬等, 2009), 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四川、重庆

曜山断裂带走向北偏东 50, 北起湖北, 向西南经

等有关省地震台网所提供。我们下载了这两个地震

巫山、利川、七曜山、金佛山至贵州, 在重庆境内

的宽频三分量事件波形数据, 数据截取长度为 P 波

长达 350 km(四川省地质局, 1991; 刘文清和黄飞,

初动之前 1 分钟, 之后 8 分钟。以武隆地震为例, 我

2009)。

们获取了 28 个省地震台网、722 个台站记录的 2 133

在中、新生代中国大陆拼贴形成过程中, 中国

条波形记录。但经过数据的后续分析处理, 荣昌和

大陆遭受了不同的板块构造作用(任纪舜, 1999)。在

武隆地震分别有 102 和 101 个地震台站数据有效。

中国东部, 大致沿大兴安岭—太行山—武陵山重力

图 3 中显示了武隆地震及有效地震台站的分布情

异常梯度带(图 1)以东区域(含中、下扬子)受到了环

况。荣昌地震的有效地震台站分布与此近似。

太平洋构造活动的改造。对于华南地区来说, 该重

确定震源机制解的常用方法有波形法和震相

力梯度带以东地区在中生代受到了强烈的改造, 致

法, 波形法又分为全波形法和体波、面波波形分别

使现今出露大面积的中生代花岗岩, 但在新生代该

拟合的 CAP(cut and paste)方法等。全波形法主要应

区所受的改造却不明显。在中国西部和西南, 四川

用于全球范围的大地震。而 CAP 方法和震相法对于

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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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重庆及周边地区构造简图

Simplified tectonic map of Chongqing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C

Fig. 1

图 2 1980 年以来重庆及周边发生的 3.5 级以上地震
Fig. 2 Earthquakes of magnitude greater than 3.5 that have occurred in Chongqing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 since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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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重庆武隆地震(五角星)及有效地震台站(三角)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the Wulong earthquake (star)
and effective seismic stations (tri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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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三个地震台所记录的武隆地震垂直分量波形实例
Fig. 4 An example of vertical-component waveforms
of the Wulong earthquake recorded by three seismic
stations

处理, 提高信噪比; 最后对滤波后的 P、SV 和 SH
波的初至震相分别进行标注, 拾取震相极性和振幅

(Zhu and Helmberger, 1996)的优势在于将体波与面

值。利用不同频率进行滤波处理后, 对于震相极性

波分开拟合以此弱化由于面波振幅过大引起的结果

发生明显改变的观测将被视为不可靠数据而剔除。

S

区域或地方中小地震的应用效果良好。CAP 方法

合理的滤波可以增强信噪比。以武隆地震为例,

(孟庆君等, 2014)以及主观剔除拟合欠佳波形导致

我们最终拾取了 81 个 P 波极性、24 个 S 波极性和

AG

偏差, 缺点在于结果一定程度依赖于初始波速模型
的误差(郑建常等, 2015)。震相法结果的可靠性虽不

16 个振幅比值作为求取震源机制解的观测数据。其

受初始波速模型等因素影响, 但对震相数据的方位

中, P 波极性数据量远远大于 S 波极性和振幅比数据

分布的均匀性要求较高。

量。这是由于即使经过以上合理的滤波处理, SV 和
SH 波的噪音水平仍然较高, 可利用的 S 波数据量较

且震中位于中国中部, 能够被周边多个区域地震台

少。图 4 显示了分析处理后的三个地震台所记录的

网的台站记录, 数据方位分布的均匀性完全满足震

武隆地震垂直分量波形实例。上、中、下三条波形

相法的要求(图 3)。所以本研究采用了 FOCMEC 震

分别显示了 P 波初动极性为正、负和不清楚的三种

相法(Snoke et al., 1984)求取震源机制解。该方法是

情况。

C

由于此次荣昌和武隆地震属于中等强度地震,

利用多个台站记录的同一地震的地震波震相极性(P,
SV, SH)和振幅比(SV/P, SH/P, SV/SH)作为观测来确

3

武隆地震震源机制解

定震源机制解。一般情况下, 少量可靠的振幅比可

因为荣昌地区已有震源机制资料相对丰富, 而

以降低多解性, 但由于 S 波本身较高的噪音水平,

武隆地区地震稀少, 资料匮乏, 所以这里重点分析

所以必须谨慎使用 S 波震相极性和振幅数据。

武隆地震的震源机制解。荣昌地震震源机制解的求

FOCMEC 方法多年来一直被国际同行广泛应用于

取用了相同的方法, 下文直接讨论其结果。

不同区域的地震震源机制解的求取, 应用效果良好

武隆地震发生当日, 中国地震局三个单位分

(Snoke, 1990; Chapman et al., 1997; 刘杰等, 2004;

别用重庆地震台网数据快速分析了该地震的震源

刘丽芳等, 2009; 倪红玉等, 2011)。

机 制 解 (www.csi.ac.cn/manage/eqDown/05LargeEQ/

为了提取到尽可能准确可靠的震相极性和震

201711231743M5.0/zonghe.html), 但 所 得 结 果 相 差

幅比值, 我们对震相波形数据进行了一系列常规处

较大。比如,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与中国地震局地震

理和质量控制。首先对原始波形进行了去除仪器响

预 测 所 给 出 的 震 源 机 制 球 的 节 面 类 似 , 但 极 性相

应、去趋势和去平均等处理; 其次将东西和南北水

反。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使用的数据量少所导致。

平分量地震波形旋转为径向和切向分量波形, 从而

因此有必要增加使用周边地震台网的观测, 对武隆

从径向和切向分量上分别分离出 SV 和 SH 波; 然后

地震震源机制解做进一步分析。本研究所使用的

对旋转后的三分量波形进行频谱分析, 确定 P 波和

101 个有效地震台的数据量远远大于前人快速分析

S 波信号主要频段, 对地震波进行相应频段的滤波

使用的重庆台网十几个地震台的数据量。

第二期

图 5 用初至 P 波(蓝线)极性(a)和 P-S 波联合(b)确定的武隆地震震源机制解
Focal mechanisms of the Wulong earthquake determined by P-wave first motion (blue lines) polarities (a)
and jointly by P and S phases (b)
表 1 2010 年以来重庆地区震源机制解
Focal mechanisms of earthquakes in Chongqing since 2010

Table 1
地点

2
3
4
5
6

2017-11-23
武隆
2016-12-27
荣昌
2016-08-11
垫江
2014-02-23
荣昌
2013-07-18
石柱
2010-09-10
荣昌

节面 I/

节面 II/

走向 倾角 滑动角

走向 倾角 滑动角

29.40

228

68

–53

344

43

105.60

29.47

347

50

29

237

68

107.38

30.27

290

31

112

85

105.59

29.44

46

44

74

108.23

30.23

48

84

105.43

29.36

152

65

经度/°

维度/°

107.94

T 轴/

P 轴/

最大水平

倾角 应力方向/

来源

走向

倾角

走向

–146

291

15

182

52

21

本研究

136

194

46

295

11

115

本研究

61

77

326

71

184

16

4

247

48

104

46

–79

147

–2

147

–70

154

21

–162

121

36

339

47

-

90

332

25

90

242

20

62

70

62

S

震发时间

号

C

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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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MEC 方法是在震源机制解三要素所有取
值 范 围 内 ( 走 向 0°~360°, 倾 向 0°~90°, 滑 动 角

(黄世源等,
2017)
(王小龙等,
2015)
(王同军等,
2015)
(孟庆君等,
2014)

台站 P 波初至波形。本文所有震源机制解均采用吴
氏网下半球投影。

0°~90°)按照给定的步长(比如 1°)搜索满足条件(比

利用 P 波震相极性(图 5a)确定的多组震源机制

如矛盾比小于 10%)的震源机制解。在给定搜索步长

解 稳 定 性 非 常 好 , 所 有的 解 均 显 示 正 断 层 活 动 性

或筛选条件的情况下可能存在无解或多解的情况。

质。81 个 P 波极性观测中只有 5 个矛盾观测值, 而

所以需要实时调整这两个参数。另外由于 P 波的数

且这 5 个矛盾观测中有 3 个位于节面附近, 可见这

据质量优于 S 波, 所以筛选条件要求尽可能多地拟

些解对观测拟合程度非常高。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给

合 P 波极性, 而适当放宽 S 波极性和振幅比的拟合

出的结果与这个结果基本一致。

条件。为了评估结果的稳定性, 我们利用两组不同
的观测数据分别进行了震源机制解的求取:

P-S 波联合(图 5b)确定的多组震源机制解也比
较稳定, 所有解均显示走滑正断型。这些解在 81 个

第一组数据: P 波震相极性

P 波极性观测中有 6 个矛盾观测值; 40 个 S 波极性

第二组数据: P 波震相极性+S 波震相极性+震

和振幅比观测中有 18 个矛盾观测值。可见这些解对

幅比(P-S 波联合)
图 5 显示了利用 P 波震相极性和 P-S 波联合确

P 波极性观测的拟合程度远远优于 S 波极性和振幅
观测, 这是由于 S 波自身较高的噪音水平导致。

定的武隆地震震源机制解。震源机制球中蓝色填充

虽然以上两组解有一些差别, 但它们的差别并

区表示压缩区, 空白区为膨胀区; 压缩区与膨胀区

不大。比如, 均显示断层活动性质以正断为主, 而

的分界线为节面(不同颜色的节面对应着不同的震

且均有一组走向北东、倾向北西的节面, T 轴方位均

源机制解)。图 5a 震源机制球周围按方位显示了各

为北西西, 所体现的最大水平主压应力方向均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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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东。但对于像 WAS 这样在节面附近的台站(图 5),
其 P 波极性(图 4)不清楚, 而 S 波极性和振幅比却成
了有效的约束, 故 P-S 波联合分析可以更好地控制
节面位置。因此, 我们最终选用 P-S 波联合确定的
结果作为此次武隆地震的震源机制解(即图 5b 中各
组解的平均值, 具体见表 1)。但由于两者差别不大,
即使使用另外一组解(图 5a), 也不影响下文内容。
图 5b 和表 1 中结果显示: 武隆地震属于走滑正
断型, 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为北北东—南南西。

4

构造应力环境
为了更全面认识整个重庆地区的应力环境, 我

们搜集整理了重庆地区近年来新增的震源机制资料
(见表 1)。利用震源机制解 P、T、B 这三个轴空间
产状可以判断地震断层活动类型, 然后根据断层类
型和这三个轴的走向可以估算最大水平应力方向
(Zoback, 1992) 。 表 中 倒 数 第 二 列 是 利 用
Zoback(1992)的方法得到的最大水平应力方向, 其
中石柱地震由于 P 和 T 轴的倾角非常接近而无法确

图 6 从震源机制提取的最大水平应力方向分布
Fig 6 Orientation of maximum horizontal stress
obtained from focal mechanisms

从地震活动反映的最大水平主应力来看, 本区

S

定最大水平应力方向。从图 5a 中武隆地震震源机制

构造应力场具有明显的分区特征(图 6)。在华蓥山断

21°(表 1)近似。

裂带南段几乎同一区域内的 7 个震源机制解给出的

AG

给出的水平压应力方向为 14°, 这与用图 5b 给出的
图 6 显示了利用震源机制解确定的重庆地区最

最大水平主应力多数为北西向或近东西向, 与区域

大水平主应力方向和表 1 中的震源机制球。石柱地

(红线框“区 1”所示大范围内的)应力方向大体一致,

震震源机制(红色)无法给出最大水平应力方向, 这

与四川盆地以西的青藏高原东缘和四川盆地以南的

里显示的是该地震的 P 轴方位。图中暖色沙滩球表

云贵高原的构造应力场(图 6)近似。
虽然七曜山断裂中段的石柱地震(红色震源机

所示的最大水平应力方向来自于《中国大陆地壳应

制球)没有提供有效主应力方向, 但它的 P 轴方向

力环境基础数据库》(谢富仁等, 2007)中通过震源机

(红短线)为北北西, 这与西边的垫江地震(深蓝色短

制方法获取的数据, 其余的来自表 1。可以看出, 在

线)的水平主应力方向的近南北向接近。总体来看,

重庆七曜山断裂带周边缺乏数据, 此次武隆地震的

石柱、垫江和武隆三个地震的水平应力(或 P 轴)

震源机制解是对该区应力环境数据的有益补充。图

方向与红线框“区 2”所示大范围内存在的近南北

6 中深绿色震源机制球和表 1 中结果显示: 2016 年

向 挤 压 应 力 场 近 似 一 致 , 即 重 庆 中 、东 部 至 两 湖

12 月 27 日的荣昌地震是走滑逆冲型, 最大水平应

平原(湖北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平原合称两湖平

力方向为北西西向。

原)范围内都处于一个近南北向挤压的应力环境(图

C

示正断型震源机制解, 冷色表示逆冲型。橙色短线

从近些年地震活动的性质来看, 集中在华蓥山

6)。

断裂南段的 3 个地震(图 6 和表 1)均是逆冲型; 而七

上述结果说明: 华蓥山断裂带受近东西向挤压

曜山断裂带上的 2 个地震均是正断型。介于华蓥山

构造应力控制, 多为走滑逆冲型, 与四川盆地西部

断裂中段和七曜山断裂中段之间的垫江地震(深蓝

和南部的构造应力场基本一致。但重庆中东部的七

色震源机制球)为逆冲型, 节面走向近东西。这与华

曜山断裂带处于南北向构造应力场作用之下, 以正

蓥山断裂和七曜山断裂的北东走向没有明显关联,

断型为主, 与重庆西部应力环境的差别显著。

与七曜山断裂带上正断型地震机制也不一致。据此

以 往 对 整 个 中 国 大 陆 的 应 力 分 析 (鄢 家 全 等 ,

推断, 垫江地震与华蓥山和七曜山断裂没有直接关

1979; 许忠淮等, 1989; 安美建等, 1998; 朱守彪和

系。黄世源等(2017)通过地震地质构造、历史地震

石耀霖, 2006; 谢富仁等, 2007; 范桃园等, 2012)显

活动背景和烈度长轴衰减方向等资料分析, 推断垫

示青藏高原东缘以东至东南沿海地区从属于华南主

江地震可能是在区域应力作用下地表局部层间滑脱

体应力区(谢富仁等, 2004), 区内地震震源机制解的

造成的。

P 轴走向 110~120(徐纪人等, 2008), 即华南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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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近东西向的水平应力环境。该水平应力方向近
似沿青藏高原向东扩展方向近似。本文给出的重庆
西部构造应力场与之近似。但重庆中、东部(大巴山
以南)及以东到两湖平原(图 6 红线框“区 2”所示范
围)的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却以近南北方向(含北北
东和北北西)为主, 这与整个华南主体构造应力场
明显不一致。这个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尤其是图 6
红线框“区 2”北部的震源机制解)与华南的北边界
(秦岭—大别构造带)走向近似垂直, 这难道说明现
今华南与华北之间仍存在挤压作用？
其实, 华南主体应力区(包括了华南的大部分
地区)内部大地震非常少, 故可供使用的震源机制
解也非常少。如果华南主体应力区内部存在明显的
次 级 分 区 的 话 , 较 少 的观 测 无 法 反 映 这 个 分 区 特
征。以上对近些年地震的分析发现, 虽然重庆至两
湖平原处于华南主体应力场范围之内, 却表现出与
周围区域明显不同的应力特征。前人也曾注意到位
于本研究区东北的应力场的复杂性。比如, 对靠近
中国重力异常梯度带的华南、华北交界区域的震源
地区构造应力场具有与周边不同的特征。

现今中国东、西部动力环境对本区影响
从岩石圈深部结构来看, 区域岩石圈波速结构

(图 7)在水平方向存在着明显的变化。重庆中、东部
(七曜山断裂带附近)和巫山山脉所在区域的岩石圈
波速结构与西部的四川盆地明显不同, 与东部的两
湖平原也不相同。相对于两侧低地形的区域, 重庆
中、东部和巫山山脉的岩石圈上地幔(尤其是在
80~100 km 深度)波速更高, 表明该区具有更深更稳
定的岩石圈根。而较厚的岩石圈可能意味着重庆中、
东部和巫山地区的岩石圈地幔没有遭受到东、西两
大构造域构造活动的明显改造。
但是, 区域地壳的波速分布(图 7)与岩石圈上
地幔恰好相反。重庆中、东部和巫山山脉的地壳(尤
其是中下地壳, 20~40 km 深度)具有较低的波速。这
说明重庆中、东部和巫山山脉的地壳比四川盆地和
两湖平原地壳更容易发生变形, 也说明了两湖平原
与四川盆地地壳波速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众所周知,
四川盆地是一个稳定的克拉通盆地, 具有较厚的、
冷而硬的地壳; 它与热而软的华北平原(或称华北
盆地)地壳明显不同。地壳波速的相似性说明两湖平

S

机制解分析(李蓉川和韩晓光, 1984)曾经发现湖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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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与四川盆地性质更为相似。由于上述地壳介质性
质的差异, 重庆中、东部和巫山地区的地壳会比四

AG

华蓥山断裂带以东是近北东走向的川东褶皱
带。该褶皱带是由北西—南东向挤压形成。虽然褶
皱带形成所受挤压作用方向与青藏高原扩展方向和

图 6 中“区 1”的应力方向相似, 但却是在青藏高
原东缘明显隆升扩展之前发生的。青藏高原东缘的

C

隆升发生在 13 Ma 之后(如, 王二七和孟庆任, 2008;
张培震等, 2014)，而川东褶皱带在更早(约 20 Ma)
就没有缩短活动(Tian et al., 2018)。综合现今应力场
特征, 我们可以断定, 青藏高原快速隆升并没有影
响到华蓥山断裂带以东地区。

Fig. 7

川盆地和两湖平原更容易发生变形。显然, 容易发
生变形的区域也往往是构造活动较强烈的区域。这
应该是重庆至两湖平原之间山脉地区地震发生相对
较多的原因。
从现今大地构造格局来看, 四川盆地以西、以
南属于特提斯构造域, 受印度与欧亚大陆碰撞的影

响较强烈。大致位于重力异常梯度带以东的华南中、
东部(图 1)属于环太平洋构造域, 自中生代以来长

图 7 穿过重庆的 O-O’横波速度剖面(模型更新自 Feng and An, 2010)
S-wave velocity profile O-O’ across Chongqing (updated model after Feng and A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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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受中国东部大洋板块的俯冲所改造。扬子克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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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过渡带。
在两个完全不同构造域的过渡区内, 这两个动
力构造域的动力作用都有可能在该区域起作用。但
上文结果显示, 区内地震震源机制与四川盆地及青
藏高原东缘的震源机制明显不同, 与华南主体应力
场也不一致。这意味着, 该区现今构造活动的动力

参考文献:
安美建, 石耀霖, 李方全. 1998. 用遗传有限单元反演法研究东
亚部分地区现今构造应力场的力源和影响因素[J]. 地震学
报, 20(3): 225-231.

来源与青藏高原隆升扩展的动力环境无明显关系,

范桃 园, 龙长 兴 , 杨 振宇 , 陈 群 策, 吴中 海, 邵 兆刚 , 仝 亚博 .

与华南中、东部环太平洋构造域的动力背景也关系

2012. 中国大陆现今地应力场黏弹性球壳数值模拟综合研

不大。上述的岩石圈上地幔结构证据显示, 该区所

究[J]. 地球物理学报, 55(4): 1249-1260, doi:10.6038/j.issn.

受到东、西两大构造域构造活动的改造相对较弱。
总之, 重庆中、东部至两湖平原之间所处的独
特大地构造位置, 加上其自身具有的独特地壳和岩
石圈上地幔性质, 可能是导致该区现今动力环境与
华南主体应力场明显不同的原因, 且进一步说明现
今中国东、西部两大动力环境对该地区影响都较小。

6

0001-5733.2012.04.020.
黄世源, 王宏超, 秦娟, 高见. 2017. 2016 年 8 月 11 日重庆垫江
MS4.4 级地震特征分析[J]. 四川地震, 163(3): 01-05.
江北地震宏观考察组. 1992. 重庆市江北 5.2、5.4 级地震的地质
构造背景[J]. 四川地震, (3): 59-64.
李蓉川, 韩晓光. 1984. 湖北及邻区现代构造应力场初析[J]. 西
北地震学报, 6(3): 92-98.
刘杰, 郑斯华, 康英, 啜永清. 2004. 利用 P 波和 S 波的初动和

结论

振幅比计算中小地震的震源机制解[J]. 地震, 24(1): 19-26.
刘丽芳, 毛慧玲, 苏有锦, 秦嘉政. 2009. 利用 P 波、S 波初动和
振幅比计算 2000 年姚安 MS6.5 地震序列震源机制解[J]. 地

S

武隆地震属于走滑正断型, 与石柱地震相似。
据此推断七曜山断裂处于引张应力场。荣昌地震属

刘文清, 黄飞. 2009. 三峡库区奉节库段地震活动性分析[J]. 大

AG

于走滑逆冲型, 与区域地震的活动性质一致, 推断

震研究, 32(1): 25-30.

华蓥山断裂(南段)处于挤压逆冲应力场。综合已有

资料可推断, 荣昌和华蓥山断裂南段所在的重庆西
部主要受近东西向(含北西西和北东东)为主的构造

应力控制, 与周边的青藏高原东缘和云贵高原等所

C

处 的 主 体 应 力 环 境 相 似 , 也 与 华 南 主体 应 力 场 近

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 29(6): 49-51.

孟庆君, 倪四道, 韩立波, 陈伟文, 吴文波, 谢军, 钱韵衣. 2014.
地壳速度结构对极浅源地震深度反演的影响——以荣昌地
震为例[J]. 中国地震, 30(4): 490-500.

倪 红 玉 , 刘 泽 民 , 沈 小 七 , 郑 先 进 , 李 玲 利 . 2011. 利 用
FOCMEC 方法计算震源机制解的影响因素分析———以九

似。武隆、垫江(石柱)和七曜山断裂带所在的重庆

江-瑞昌 MS5.7 地震为例[J]. 华北地震科学, 29(3): 1-7.

中东部主要受近南北向(含北北西和北北东)构造应

任纪舜, 刘志刚. 2002. 中国大地构造图[A]//马丽芳(ed). 中国

力控制, 与重庆中、东部及以东至两湖平原所处的
应力环境相似。这表明重庆中、东部地区至两湖平
原之间处于一个与周边不同的独特动力环境。综合
新生代构造资料说明, 青藏高原隆升没有影响到华
蓥山断裂带以东地区。从深部结构来看, 该区域中
下地壳波速比四川盆地低, 而岩石圈上地幔波速比

地质图集[C]. 北京: 地质出版社.
任纪舜. 1999. 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图(1:500 万)[Z]. 北京: 地
质出版社.
四川省地质局. 1991. 四川省区域地质志[M]. 北京: 地质出版
社.
王二七, 孟庆任. 2008. 对龙门山中生代和新生代构造演化的讨
论[J]. 中国科学(D 辑:地球科学), 38(10): 1221-1233.

四川盆地高。考虑到该区处于中国西部特提斯构造

王同军, 蒋璀, 贺曼秋, 王洪超, 陈凯. 2015. 2013 年 7 月 18 日

域和东部环太平洋构造域的转换过渡区域, 上述独

重庆石柱 M4.5 地震震源深度探讨[J]. 地震地磁观测与研

特的构造应力场和岩石圈结构表明重庆中、东部及

究, 36(3): 27-31.

以东至两湖平原地区受两大构造域和动力环境的影
响较弱。

王小龙, 雷兴林, 勾宪斌, 郭欣, 余国政. 2015. 用 CAP 方法研
究重庆荣昌 2014 年 2 月 23 日 ML3.8 地震震源机制[J]. 中
国地震, 31(2): 290-296.
王小龙, 马胜利, 雷兴林, 郭欣, 王强, 余国政, 勾宪斌, 桑原

致谢: 地震波形数据来自于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
研 究 所 国 家 测 震 台 网 数 据 备 份 中 心
(doi:10.11998/SeisDmc/SN), 由 中 国 地 震 台 网 中 心
和四川、重庆等相关省地震台网所提供。两位匿名
审稿专家和编辑提供了宝贵意见。图件是用开源软
件 Generic Mapping Tools(Wessel and Smith, 1991)所
绘制。在此一并致谢！

保人, 今西和俊, 蒋霞东. 2012. 重庆荣昌诱发地震区精细
速度结构及 2010 年 ML5.1 地震序列精确定位[J]. 地震地质,
34(2): 348-358.
谢富仁, 陈群策, 崔效锋, 李宏, 杨树新, 郭启良, 陈连旺, 许
忠淮, 张彦山, 窦淑芹, 赵建涛, 张周术, 刘长义, 王刚军.
2007. 中国大陆地壳应力环境基础数据库[J]. 地球物理学

第二期

冯

327

梅等: 重庆地区地震震源机制解及动力环境分析

进展, 22(1): 131-136, doi:10.3969/j.issn.1004-2903. 2007.

Chinese mainland determined from joint inversion of regional

谢富仁, 崔效锋, 赵建涛, 陈群策, 李宏. 2004. 中国大陆及邻

and teleseismic Rayleigh-wave group velocities[J]. Journal

区现代构造应力场分区[J]. 地球物理学报, 47(4): 654-662,

Geophysical

doi: 10.3321/j.issn:0001-5733.2004.04.016.

2008JB005787.

徐纪人, 赵志新, 石川有三. 2008. 中国大陆地壳应力场与构造

Research,

115:

B06317,

doi:10.1029/

HUANG Shi-yuan, WANG Hong-chao, QIN Juan, GAO Jian. 2017.

运 动 区 域 特 征 研 究 [J].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 51(3): 770-781,

The principal features analysis of Dianjiang Ms 4.4

doi:10.3321/j.issn:0001-5733.2008.03.018.

earthquake on 11 August 2016 in Chongqing[J]. Earthquake

许忠淮, 汪素云, 黄雨蕊, 高阿甲. 1989. 由大量的地震资料推
断 的 我 国 大 陆 构 造 应 力 场 [J].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 32(6):
636-647.

Research in Sichuan, 163(3): 01-05(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LI Rong-chuan, HAN Xiao-guang. 1984. Recent tectonic stress

鄢家全, 时振梁, 汪素云, 环文林. 1979. 中国及邻区现代构造
应力场的区域特征[J]. 地震学报, 1(1): 9-24.

field of the Hubei province and its vicinity[J]. Northwestern
Seismological, 6(3): 92-98(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袁玉松, 孙冬胜, 周雁, 汪新伟, 李双建, 张荣强, 沃玉进. 2010.

LIU Jie, ZHENG Si-hua, KANG Ying, CHOU Yong-qing. 2004.

中上扬子地区印支期以来抬升剥蚀时限的确定[J]. 地球物

The focal mechanism determinations of moderate-small

理 学 报 , 53(2): 362-369, doi:10.3969/j.issn.0001-5733.

earthquakes using the first motion and amplitude ratio of P

2010.02.014.

and S wave[J]. Earthquake, 24(1): 19-26(in Chinese with

张培震, 张会平, 郑文俊, 郑德文, 王伟涛, 张竹琪. 2014. 东亚
大陆新生代构造演化[J]. 地震地质, 36(3): 574-585.

English abstract).
LIU Li-fang, MAO Hui-ling, SU You-jin, QIN Jia-zheng. 2009.

郑建常, 林眉, 王鹏, 徐长朋. 2015. CAP 方法反演震源机制的

Determining focal mechanism solution of the 2000 Yao An

误差分析:以胶东半岛两次显著中等地震为例[J]. 地球物理

MS6.5 earthquake sequence using the first motion and

学报, 58(2): 453-462, doi:10.6038/cjg20150209.

amplitude ratio of P and S wave[J]. Journal of Seismological

郑秀芬, 欧阳飚, 张东宁, 姚志祥, 梁建宏, 郑洁. 2009. “国家

Research, 32(1): 25-30(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LIU Wen-qing, HUANG Fei. 2009. Analysis of seismic ativity of

大 地 震 研 究 的 数 据 支 撑 [J].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 52(5):

Fengjie section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J]. Journal of

1412-1417.

Geodesy and Geodynamics, 29(6): 49-51(in Chinese with

S

数字测震台网数据备份中心”技术系统建设及其对汶川

明书[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English abstract).

AG

中国地质调查局. 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 1:250 万数字地质图说

MENG Qing-jun, NI Si-dao, HAN Li-bo, CHEN Wei-wen, WU

朱守彪, 石耀霖. 2006. 中国大陆及邻区构造应力场成因的研
究[J]. 中国科学 D 辑: 地球科学, 36(12): 1077-1083.

Wen-bo, XIE Jun, QIAN Yun-yi. 2014. Inverting effect of
crustal velocity structure on focal depth of very shallow
earthquakes——Case study of the Rongchang earthquake[J].
Earthquake Research in China, 30(4): 490-500(in Chinese

C

References:

AN Mei-jian, SHI Yao-lin, LI Fang-quan. 1998. GA-FEM

with English abstract).

inversion of the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recent tectonic stress

NI Hong-yu, LIU Ze-min, SHEN Xiao-qi, ZHENG Xian-jin, LI

field of part of East Asia area[J]. Acta Seismologica Sinica,

Ling-li. 2011.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FOCMEC

20(3): 225-231(in Chinese).

method——Taking JiuJiang-RuiChang Ms5.7 earthquake as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Sichuan Province.
1991. Regional geology of Sichuan province[M]. Beijing:

an example[J]. North China Earthquake Sciences, 29(3):
1-7(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REN Ji-shun, LIU Zhi-gang. 2002. Tectonic map of China[A]//L.

Ge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in Chinese).
CHAPMAN M C, POWELL C A, VLAHOVIC G, SIBOL M S.
1997.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arthquake focal mechanisms
and epicenter locations in the eastern Tennessee seismic
zone[J]. 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MA (ed), Geological Atlas of China[C]. Beijing: Ge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 348(in Chinese).
REN Ji-shun. 1999. Tectonic Map of China and Adjacent
Regions(1:5000000)[Z].

Beijing:

Ge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in Chinese).

87(6): 1522-1536.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2004. 1:2500000 Geological map of

SNOKE J A, MUNSEY J W, TEAGUE A G, BOLLINGER G A.

China[M]. Beijing: China Car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in

1984. A program for focal mechanism determination by

Chinese).

combined use of polarity and SV-P amplitude ratio data[J].

FAN Tao-yuan, LONG Chang-xing, YANG Zhen-yu, CHEN

Earthquake Notes, 55(3): 15.

Qun-ce, WU Zhong-hai, SHAO Zhao-gang, TONG Ya-bo.

SNOKE J A. 1990. Clyde and the Gopher: a prenimilary analysis

2012. Comprehensive modeling on the present crustal stress

of the 12 May 1990 Sakhalin Island event, Eastern Section of

of China mainland with the viscoelastic spherical shell[J].

the SSA meeting (Blacksburg, VA, October)[J]. Seismological

Chinese

Journal

of

Geophysics,

55(4):

doi:10.6038/j.issn.0001-5733.2012.04.020(in

1249-1260,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FENG Mei, AN Mei-jian. 2010. Lithospheric structure of the

Research Letters, 61(3-4): 161.
The Macro-investigation Group of the Jiangbei, Chongqing,
Earthquakes. 1992. Background of geologic structure for
Jiangbei, Chongqing, earthquakes and magnitudes 5.2 and

328

地

球

学

报

第四十卷

5.4[J]. Earthquake Research in Sichuan, (3): 59-64(in Chinese

and around Chinese mainland[J]. Chinese Journal of Geophysics,

with English abstract).

51(3): 770-781, doi:10.3321/j.issn: 0001-5733.2008.03.018(in

TIAN Yun-tao, KOHN B P, QIU Nan-sheng, YUAN Yu-song, HU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Sheng-biao, GLEADOW A J W, ZHANG Pei-zhen. 2018.

XU Zhong-huai, WANG Su-yun, HUANG Yu-rui, GAO A-jia.

Eocene to Miocene Out-of-Sequence Deformation in the

1989. The tectonic stress field of Chinese continent deduced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Insights From Shortening Structures

from a great number of earthquakes[J]. Acta Geophysica

in the Sichuan Basin[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inica, 32(6): 636-647(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Solid

Earth,

123(2):

1840-1855,

doi:doi:10.1002/

2017JB015049.

YAN Jia-quan, SHI Zhen-liang, WANG Su-yun, HUAN Wen-lin.
1979. Some features of the recent tectonic stress field of

WANG Er-chie, MENG Qing-ren. 2009. Mesozoic and Cen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Longmenshan fault belt[J]. Sci.
China Ser. D-Earth Sci., 52(5): 579-592.

China and environs[J]. Acta Seismologica Sinica, 1(1):
9-24(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YUAN Yu-song, SUN Dong-sheng, ZHOU Yan, WANG Xin-wei,

WANG Tong-jun, JIANG Cui, HE Man-qiu, WANG Hong-chao,

LI Shuang-jian, ZHANG Rong-qiang, WO Yu-jin. 2010.

CHEN kai. 2015. Research on inelastic attenuation site

Determination of onset of uplifting for the Mid-upper Yangtze

response and focal mechanism in Shizhu region, Chongqing[J].

area after Indosinian event[J]. Chinese Journal of Geophysics,

Journal of Di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36(3): 27-31(in

53(2): 362-369, doi:10.3969/j.issn.0001-5733.2010.02.014(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WANG Xiao-long, LEI Xing-lin, GOU Xian-bin, GUO Xin, YU

ZHANG Pei-zhen, ZHANG Hui-ping, ZHENG Wen-jun, ZHENG

Guo-zheng. 2015. Focal mechanism solution of the February

De-wen, WANG Wei-tao, ZHANG Zhu-qi. 2014. Cenozoic

23, 2014, ML3.8 Rongchang earthquake with the CAP (Cut

Tectonic

and Paste) method[J]. Earthquake Research in China, 31(2):

Seismology and Geology, 36(3): 574-585(in Chinese with

290-296(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Evolution

of

Continental

Eastern

Asia[J].

English abstract).
ZHENG Jian-chang, LIN Mei, WANG Peng, XU Chang-peng.

S

WANG Xiao-Long, MA Sheng-Li, LEI Xing-Lin, GUO Xin,

Xian-Bin,

2015. Error analysis for focal mechanisms from CAP method

KUWAHARA YASUTO, IMANISHI KAZUTOSHI, JIANG

inversion: An example of 2 moderate earthquakes in

Xia-dong. 2012. Fine velocity structure and relocation of the

Jiaodong Peninsula[J]. Chinese Journal of Geophysics, 58(2):

2010 ML5.1 earthquake sequence in Rongchang gas field[J].

453-462, doi: 10.6038/cjg20150209(in Chinese with English

Seismology and Geology, 34(2): 348-358(in Chinese with

abstract).

Qiang,

YU

Guo-Zheng,

GOU

AG

WANG

ZHENG Xiu-fen, OUYANG Biao, ZHANG Dong-ning, YAO

English abstract).

WESSEL P, SMITH W H F. 1991. Free software helps map and

Zhi-xiang, LIANG Jian-hong, ZHENG Jie. 2009. Technical

441,

system construction of Data Backup Centre for China

XIE Fu-ren, CHEN Qun-ce, CUI Xiao-feng, LI Hong, YANG

the Wenchuan earthquake[J]. Chinese Journal of Geophysics,

Shu-xin, GUO Qi-liang, CHEN Lian-wang, XU Zhong-huai,

52(5): 1412-1417, doi:10.3969/j.issn.0001-5733.2009.05.031

data[J].

EOS

doi:10.1029/90EO00319.

Trans

AGU,

72:

C

display

Seismograph Network and the data support to researches on

ZHANG Yan-shan, DOU Shu-qin, ZHAO Jian-tao, ZHANG
Zhou-shu,

LIU

Chang-yi,

WANG

Gang-jun.

200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ZHU L, HELMBERGER D. 1996. Advancement in source

Fundamental database of crustal stress environment in

estimation

continental China[J]. Progress in Geophysics, 22(1): 131-136,

seismogram[J]. 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doi:10.3969/j.issn.1004-2903.2007.01.018(in

America, 86(5): 1634-1641.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techniques

using

broadband

regional

ZHU Shou-biao, SHI Yao-lin. 2007. Origin of tectonic stresses in

XIE Fu-ren, CUI Xiao-feng, ZHAO Jian-tao, CHEN Qun-ce, LI

the Chinese continent and adjacent areas[J]. Science in China

Hong. 2004. Regional division of the recent tectonic stress

Ser D Earth Science, 50(1): 67-74(in Chinese with English

field in China and adjacent areas[J]. Chinese Journal of
Geophysics, 47(4): 654-662, doi:10.3321/j.issn:0001-5733.
2004.04.016(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XU Ji-ren, ZHAO Zhi-xin, ISHIKAWA YUZO. 2008.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rustal stress field and tectonic motions in

abstract).
ZOBACK M L. 1992. First- and second-order patterns of stress in
the lithosphere: The World Stress Map Project[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 Earth, 97(B8): 11703-11728,
doi:10.1029/92jb00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