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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断裂带上的低 b 值识别凹凸体方法的探讨
——以龙门山断裂带和鲜水河断裂带为例1
李正芳

周本刚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活动构造与火山实验室，北京 100029）

摘要

本文对龙门山断裂带和鲜水河断裂带上 1970 年以来记录的小震数据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分析，

采用基于 Matlab 平台的 Zmap 软件，去除了断裂带上的丛集数据和余震，划定了有效地震数据的时间
和震级范围，通过最大似然法求取了断裂带所在区域的 b 值分布图。基于 b 值大小与应力高低成反比
的原理，通过断裂带上低 b 值区识别凹凸体的位置。就龙门山断裂带，通过低 b 值区识别出的凹凸体
的位置与汶川地震发生的起始破裂位置和极震区的位置基本保持一致；而鲜水河断裂带由于受到小震
数据的限制，部分段缺失 b 值分布，但整条断裂带仍可清晰识别出凹凸体位置，且 1725 年以来的历史
强震和 1970 年以来 5 级以上的历史地震基本上都位于此区域。断裂带的实例分析结果证明，利用小震
数据通过最大似然法计算 b 值分布图，其相对低 b 值区与历年强震发生的位置存在较大的相关性，为
验证利用低 b 值区识别凹凸体方法的可行性和实用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关键词：龙门山断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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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凹凸体的概念被定义为断裂系统中应力积累的强硬闭锁段，最终以大震的形式释放其主要
能量（Wyss 等，1967；Miyamura 等，1964；Lay 等，1981）
，尤其是尺度介于 1km 到几十 km
的凹凸体控制着地震破裂的时间及其滑动幅度等主要方面（Wiemer 等，1997）
，因此，凹凸体
的概念在地震破裂模型中被广泛使用（Lay 等，1982；Aki，1984）
。对已经发生过大震的凹凸
体，可以由地震波分析和地表位错模型资料联合反演的方法确定，而未发生过地震且地震活动
较活跃的段落，该如何识别断裂带上的凹凸体，至今为止仍是多数研究者一直讨论的问题。
一般来讲，大震发生前断裂带上存在的凹凸体积累了高的应力，是未来主震初始破裂形
成的地方，即断裂系统中大震发生的危险段。在间震期，地震活动区的断裂以背景地震（即
震级小于 5.0 级的小震）活动为主，使用背景地震活动性并利用低 b 值确定包含未来大震初
始破裂点的凹凸体，是近年来国际地震活动性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本文以龙门山断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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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鲜水河断裂带强震发生前后的地震活动性为例，基于 b 值与应力成反比的关系（Scholz，
1968；Urbancic 等，1992；Wyss 等，2000）
，利用以 b 值为主的地震活动性参数的空间分布，
判定两条断裂带上凹凸体的位置，同时结合历史及现今地震活动背景，分析研究利用低 b 值
的分布识别断裂带上凹凸体位置方法的实用性和局限性。

1 小震数据的处理
本文选用的小震数据为中国地震目录 1970 年以来记录的小震数据，由于大地震序列中
主震和余震之间不是独立的随机事件，为了保持地震事件的独立性和随机性，应尽可能的删
除大地震前后的前震和余震，同时，为了保证地震数据的质量，必须清楚地震目录中高质量
数据的起始时间，且需对比分析在不同时间段内地震的活动强弱。下文将具体的以龙门山断
裂带所在的区域为例，介绍小震数据处理的方法。
1.1 去除丛集数据和余震
本文使用的研究数据时间段为 1970.01.13 到 2011.02.28，震级为 M≥1 级的数据，采用
了基于 Matlab 平台的 Zmap 程序，通过修改部分程序代码的方法，去除了该区域发生的丛集
数据和余震（Zuniga 等，1995；1999；Wiemer 等，2000）
。累计共搜索出 1729 个丛集性地
震集，共去除地震数据 11237 条，得到有效的地震数据为 32148 个（图 1）
。

图1

龙门山断裂带所在区域的地震数据（1970.01.13—2011.02.28），有效地震（32148 个）
Fig. 1

Map of earthquake distribution between 1970.01.13 to 2011.02.28
(Cluster earthquakes have been removed)

设置高质量地震数据的起始时间
在地震目录中的地震数据，考虑到仪器记录局限性的影响，如想去评价地震数据中是否能反
映地震活动率的变化，需要对小震数据做出较好的解译，本步骤不需要求取地震数据的最小完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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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级，因为小于完整震级的数据也可能包含重要的反映变化趋势的信息。利用选取好的地震目录
中的地震数据，笔者制作了累计地震事件随时间变化以及地震活动幅度随时间变化的示意图（图
2、图 3）
。从图 2 中可发现，地震目录中的地震数据的震级在 5 级处可分为 2 个震级档，即：震
级介于 1—5 级的地震数据与震级介于 5—8 级的地震数据随时间变化函数的差别较明显，震级介
于 1—5 级的地震数据在反映地震活动性上更为敏感。同时图 3 显示了从 2000 年到 2008 年这段
时间地震活动幅度的变化较平稳，因此，震级小于 5 级的地震可以反映该区域背景地震活动性。
为了进一步对上述高质量起始数据时间划定做一验证，文中以 2000 年为分界点，制作了 1970—
2000 年、2000—2008.05.11 的地震活动随震级和时间变化的幅度大小的对比图（图 4）
，发现 2000
年以后的小震数据的活动率的变化较为明显，更适合用于讨论地震活动性。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分
析，文中最后用来计算 b 值的小震数据范围设定为 2000.01—2008.05.11。

图2

M＞5 级和 M≤5 级分震级档的累积地震
数随时间变化图

Fig. 2

The cumulative numbers of and M≤5 are shown

图3
Fig. 3

地震活动幅度随时间变化图

Earthquake intensity (decreases in +, increase
in 0) as the function of time

as the function of time

图4
Fig. 4

2000 年前后的地震数据反映的地震活动率对比图
Comparison of seismicity rates before and after 200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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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完整震级（Mc）的确定
在进行地震活动性分析中，最小完整震级（Mc）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参数。在地震目录中，
完整震级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尽管随着目前台网的改进和分析技术的提高，这种变化呈下
降的趋势，但完整震级随空间变化的函数在地震活动性分析中仍不容被忽视。在地震活动性
研究中，为了获得高质量的数据结果需要处理大量的小地震数据，但如果为了保证数据的完
整性，而估计一个较高的 Mc 值，可能导致很多有用的资料被舍弃掉。所以针对一个地震目
录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给出最小完整震级 Mc 的时空分布，对地震活动性的分析有实际的
意义（Wiemer 等，2000；Yadav 等，2009）。
首先，对 Mc 的估计是基于震级频度分布关系式的，震级频度分布关系式（Gutenberg 等，
1944）描绘的是地震发生的频度与地震震级之间的关系：
1.3

log10 N = a − bM
式中，N 是震级≥M 的地震次数；M 是地震的震级；a、b 是常数。
对于 b 值和其置信区间的研究，前人给出了较多的处理方法（Aki，1965；陈培善等，
2003；黄伟琼等，1997；2001），但目前使用震级频度关系式来估计 Mc 值是较为简单的一种
方法，基于这种关系式研究 Mc 的空间分布图是地震活动分析中一个快速有效的方式。本文
采用了 Wiemer 等（2000）提出的一种正演技术，通过对部分程序的改变实现了对研究区数
据最小完整震级的判断，具体如图 5 和图 6 所示。图中利用了 2000 年 1 月到 2008 年 5 月 11
日的 1—5 级地震数据，从图 6 中可以求出其最小完整震级为 1.8 级，由于一条断裂带上最
小完整震级的确定，需考虑到该断裂带所在区域的地震台网监测能力，从四川地震监测台
网资料获取的该区域的区域地震台网监测能力图显示（图 7），该断裂带所在的区域基本上
处于 ML≥1.6 级地震的有效监测范围内，因此文中将该断裂带的最小完整震级定为 1.8 级是
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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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Cumulative number of the M≥1 earthquake

Fig.6 Frequency magnitude distribution of earthquakes

events (2000.01-2008.05.11) as the function of time

of M≥1 (2000.01-2008.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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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断裂带所在区域的地震台网监测能力图（据四川地震监测台网资料，个人通讯）
Fig. 7 Seismic network monitoring capability for the fault zone area

2 龙门山断裂带汶川地震前的 b 值分布图
龙门山逆冲断裂带位于四川盆地西缘，是青藏高原的东界，属于松潘—甘孜造山带前缘
逆冲带（许志琴等，2007）。它由三条主要的逆冲断裂带组成，自西向东分别为后龙门山断裂
（汶川-茂县断裂）、龙门山中央断裂（映秀-北川断裂）和（安县-灌县断裂）龙门山前山断裂
。龙门山逆冲断裂带的运动性质为走滑-逆冲型，自晚三叠世至古近纪时期，
（王二七等，2001）
以逆冲-左旋走滑作用为特征（王二七等，2001；李勇等，2006；许志琴等，2007）
，而中新
生代以来表现为逆冲-右旋走滑作用为特征（Densmore 等，2007）
。该断裂带在历史上曾在中、
，在 2008 年 5 月 12 日发生了 8.0 级大地震，
南段发生过 3 次 6—6.5 级强震（冯先岳，1997）
产生了迄今为止板块内部逆断层型地震地表破裂最为复杂、长度最长的地表破裂样式（徐锡
伟等，2008）
，是研究地震孕震机理和地表破裂结构特征较好的素材。
在地震研究中，用来计算 b 值的方法通常有两种：最小二乘法和最大似然法。目前利用
这两种方法计算不同地区 b 值的文献较多（李全林等，1978；谢华章，1991；易桂喜等，2006；
2007），但对比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现，最小二乘法以离散点到拟合直线的距离为权重，而最大
似然法基于概率密度函数，当数据的概率分布函数是正态分布时，最大似然估计和最小二乘
估计基本相同，但在实际应用中常常会由于用于计算 b 值的数据并不满足正态分布，因而会
出现二者计算结果的差异。谢华章（1991）通过数值模拟对极大似然法计算 b 值的条件进行
了详细研究，认为震级范围和分档间隔以及参与统计的地震数都对计算结果存在影响，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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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参与统计的地震数目较少时，由于个别较大地震随机性的影响，用最小二乘法计算 b 值可
能会产生相当大的系统偏差，这一结论也进一步得到国内外大多学者对 b 值计算方法探讨的
，为此，本文利用最大似然法求
印证（Wiemer 等，1997；Wyss 等，2000；朱艾斓等，2009）
取了该断裂带所在区域的 b 值图，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利用 Wiemer 等（2000）提出的网格化技术将研究区域平分为等间距的格点和节
点；然后，以每个节点为圆心，挑选一定半径范围内大于完整起始震级的地震来代表每个
节点的地震活动性，文中通过多次的反复试验，最终选取的常量半径为 r=30km（图 8），计
算使用 M≥Mc 最小地震数为 30 个，对半径 30km 范围内 M≥Mc 不足 30 个地震的节点，不
作 b 值的计算，从而计算每个节点上的 b 值和其他参数；最后，以色标来表示结果的分布
情况。

图8

龙门山断裂带所在区域有效常量半径的确定（r =30km），
图中颜色区中白色的点代表小震数据的分布

Fig. 8 Approximate assessment of the constant radius (r =30km) in the Longmenshan fault zone
（white point in the map represent the distribution of small earthquake data）
．

理论上，取样半径 r 应与存在的凹凸体的尺度相当，才可能使用扫描得到的 b 值所勾画
出的凹凸体具有可靠的大小，但实际上，由于凹凸体在地表下的复杂性，我们并不知道断裂
带上凹凸体的尺度，对一条相对较长的断裂带，可能存在不同尺度的凹凸体。且由于沿断裂
带大部分段落上地震分布较稀疏，空间跨度较大，一般情况下 r 取较小的值时（10—20km），
结果较可靠，而 r 越大计算所得的 b 值覆盖区域越大，但同时会将 b 值等参数在空间上的细
微差异变化模糊掉（Schorlemmer 等，2004）。30—50km 的半径尺度与断裂几何结构的地表
分段尺度基本一致，计算得到的 b 值等参数的相对差异变化大致能够反映出不同段落上的应
力状态，但不能反映出在深度上的差异变化（朱艾斓等，2009），而本文上述通过网格化的方
法选取的半径 r=30km，计算的 b 值基本上与断裂带地表几何结构段落保持一致，可满足分析
断裂带上应力变化的要求。因此，本文采用最大似然法作 b 值计算，为了验证结果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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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 Shi 等（1982）改进的公式计算 b 值的标准偏差 δ b = 2.3b 2

∑ (M

i

M )

n(n − 1)

，其中，n 为

样本的大小，计算所得的标准偏差介于 0.05—0.1 之间。通过上述一系列方法笔者最终制作了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前龙门山断裂带的 b 值分布图（图 9）
。

图9
Fig. 9

汶川地震发生前龙门山断裂带上的 b 值分布图（2000.01—2008.05.11）

Map of b-value of Longmenshan fault zone before Wenchuan earthquakes from 2000.01 to 2008.05.11

龙门山断裂带的 b 值分布图显示，b 值大小的区间处于 0.6—2.2 之间，该断裂带 b 值的
平均值为 1.4，文中将 b 值数据小于 1.4 的区域定为低 b 值区，可以大致识别出两个强震危险
段，其分别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中段和南段。文中将 2008 年 5 月 12 日发生的汶川地震的地
表破裂带投到 b 值分布图上，发现汶川地震的初始破裂点位于低 b 值区，破裂终止的地方位
于高 b 值区，且汶川地震发生后在北川产生的最大位移段也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 b 值区。通
过 b 值图可识别出龙门山断裂带上相对的低 b 值区，基本上与王卫民等（ 2008）利用有限
断层滑动模型模拟出的最大同震位移段和中国地震局制定的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两个最大
烈度区相对应。且识别出的凹凸体的部位：一个位于多条断裂的交汇处；另一个位于断裂
的急剧转弯处。这间接反映了断裂的交汇与断裂的急剧转弯都具备孕育大量地震能量的构
造背景。
本文所勾画的汶川地震发生前龙门山断裂带的 b 值图显示出，龙门山断裂带的南段也处
于低 b 值和高应力的状态，事实上在汶川地震发生前，关于龙门山断裂带的南段不少研究者
发现了其南段晚第四纪活动的证据（杨晓平等，1999；陈国光等，2007）。2013 年 4 月 20 日
发生的芦山 MS7.0 级地震就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的南段，但野外的科考工作并没有发现明显
的地震地表破裂带，属典型的盲逆断层型地震。笔者将该地震起始破裂点的位置投到 b 值分
布图上，正好位于断裂带上低 b 值区，可以证明该区域震前为一个高应力的集中区，才可能
诱发如此大的地震。因此，通过选择好的小震数据并利用最大似然法制作的 b 值分布图显示
的低 b 值区，可以为识别一条大型断裂带上的强震危险段及凹凸体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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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鲜水河断裂带的 b 值分布图
鲜水河断裂带作为青藏高原东缘的一条重要的左旋走滑边界断裂带，同时又是川滇菱形
块体与巴彦喀拉块体的边界断裂，在地质、地貌、地震活动、地球物理以及地壳形变等方面
均有其独特显著的特点。该断裂带历史地震资料充实，强震发生频繁，地表破裂比较清晰，
许多研究者（李玶，1993；李天袑等，1997；闻学泽，2000；2001）已经在该断裂带区域进
行过大量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同时，针对鲜水河断裂带上 b 值图的绘
制工作，易桂喜等（2005）利用 1978 年 1 月至 2003 年 6 月共 25.5 年的区域台网地震资料，
采用最小二乘法计算了该断裂带上的 b 值图；朱艾斓等（2009）基于 1992—2002 年小震双差
重新定位的结果，分别利用最大似然法和最小二乘法沿鲜水河-安宁河-则木河断裂带制作了 b
值扫描结果图。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验证低 b 值识别凹凸体方法的可行性提供了理论和现
实基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选择小震数据制作了该断裂带上的 b 值平面图，对
前人的研究进行合理的补充说明。
对于鲜水河断裂带所在区域小震数据的选取，我们与上两节对龙门山断裂带小震数据的选取
方法基本保持一致，因此，本节对数据的选取方法将不做太多的探讨。通过对该断裂带上 1970
年到 2011.03.11 的起始震级为 1 级的小震数据进行预处理（图 10）发现，2000—2010.03.11 的小
震数据累积地震频数随时间变化的函数的斜率为常量，且该时间段的震级均小于 5 级。根据四川
省区域台站资料，笔者认为自 1978 年以来鲜水河断裂带中—南段震级大于等于 2.0 级的小震记
录基本是完整的。本文利用上述选定的 2000—2010.03.31 的小震数据，通过 Wiemer 等（2001）
提出的一种正演技术，求取该区域小震数据的最小完整震级为 1.9 级（图 11）
。同时结合该断裂
带所在的台网监测能力（图 7）发现，鲜水河断裂带北西段的台网监测能力较弱，为 2.2 级，但
中段和南东段的台网监测能力均为 1.9 级，因此本文最终将该断裂带的最小完整震级分段进行考
虑，将北西段的最小完整震级定为 2.2 级，中段和南东段的最小完整震级定为 1.9 级。

图 10

1970—2011.03.31 的起始震级为 1 级的地震

图 11

数据的累积地震频数随时间变化函数分布图
Fig. 10

Cumulative number of earthquakes with M≥1 Fig. 11

(2000.01-2011.03.31) as the function of time

2000.01—2010.03.31 地震数据的累积地震
频数随震级变化的函数分布图
Frequency magnitude of earthquakes with M≥1
(2000.01-201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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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上述选取好的小震数据（2000.01—2010.03.31）投到鲜水河断裂带的分布图上发
现，整个鲜水河断裂在北西段的小震数据比较少（图 12）
。文中通过对小震数据的有效性进
行半径的圈定，利用小地震数据通过最大似然法制作了鲜水河断裂带上的 b 值分布图（图
13）。由于受到断裂带上小震数据分布的限制，得到的 b 值分布图只能在宏观上反映出该断
裂带上应力的非均匀分配，b 值分布图显示 b 值大小的区间处于 0.6—1.8 之间，该断裂带 b
值的平均值为 1.2，文中将 b 值数据小于 1.2 的区域定为低 b 值区，从而勾画出凹凸体的位置。
如图 12 所示，在鲜水河断裂带上小震位置相对较少的段得到的 b 值分布图显示为空白，例如
炉霍段；而小震数据分布较多的段，得到的 b 值分布图整体呈现出明显的非均匀性，发现道
孚和康定附近的道孚段、折多塘段出现了两个异常低 b 值的地段，雅拉河段和色拉河段的 b
值次之，而鲜水河断裂带南段中的雪门坎段和磨西段具有偏高的 b 值分布。本文所给出的低
b 值区和高 b 值区与该断裂带前人研究给出的低 b 值区和高 b 值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易桂
喜等（2005）绘制的该断裂带的中南段认为，康定北西的断裂部分以低至中偏低的 b 值为特
征，而康定至磨西间的区域出现偏高的 b 值区；朱艾斓等（2009）给出的该断裂带上的 b 值
扫描图认为，炉霍—道孚间处于较低的 b 值区，其次是石棉—冕宁间处于较低的 b 值区，而
乾宁—康定—石棉一带处于较高的 b 值。结合鲜水河断裂带地表几何结构的分段结构特征和
该断裂带近期发生地震的活跃程度，本文给出的 b 值分布图与断裂带几何结构的分段差异和
地震的活跃程度较相符，且 1725 年以来的历史强震和 1970 年以来 5 级以上的历史地震基本
上都发生在这四个大的凹凸体段上，可见利用低 b 值区识别凹凸体对未来地震危险性研究的
重要性。

图 12

鲜水河断裂的小震分布

图 13

鲜水河断裂带 b 值分布示意图

（2000—2011.03.31）示意图

（2000.01—2010.03.31）

Fig. 12 Map of small earthquakes distribution

Fig.13 Map of b-value of Xianshuihe fault zone

in Xianshuihe fault zone

for the period 2000.01-2010.03.31

222

震灾防御技术

9卷

4 结论和讨论
本文以收集的龙门山断裂带和鲜水河断裂带上 1970 年以来记录的地震数据为基础，通
过对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去除了地震数据中的丛集数据和余震，设置了高质量地震数据的起
始时间，完成了区域地震数据最小完整震级的确定。利用最大似然法求取了震级-频度分布关
系式中上述两条断裂带的 b 值分布图，同时利用相对低 b 值区识别出了断裂带上凹凸体的位
置，并与前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实例证明，求取相对低 b 值区可反映出断裂带上
凹凸体的位置，与地震活动性的强弱和区域地震构造地震背景对应的较好。主要结论如下：
（1）龙门山断裂带的 b 值图反映了整个断裂带主要存在两个相对低 b 值区，其分别位于
龙门山断裂带的中段和南段。文中将汶川地震地表破裂带投到 b 值分布图上发现，汶川地震
的初始破裂位置位于低 b 值区，破裂终止的地方处于高 b 值区，且识别出的低 b 值区基本上
与王卫明等（2008）利用有限断层滑动模型模拟出的最大同震位移段和中国地震局制定的汶
川地震发生后的两个最大烈度区相对应。识别出的凹凸体的部位：一个位于多条断裂的交汇
处；另一个位于断裂的急剧转弯处。这反映出断裂的交汇处和断裂的急剧转弯处，都具备孕
育大量地震能量的构造背景。
（2）鲜水河断裂带上的 b 值图由于受到该断裂带上小震数据稀密的影响，断裂带上北西
段的 b 值图效果较差，中段和南东段的 b 值图呈现出明显的非均匀性，可识别出几个低 b 值
区，其分别位于该断裂带的道孚段、折多塘段、雅拉河段和色拉河段，基本与该断裂带地表
几何结构的分段结构特征和该断裂带近期发生地震的活跃程度较相符，
且 1725 年以来的历史
强震和 1970 年以来 5 级以上的历史地震，基本上都发生在这四个大的凹凸体段上。说明利用
低 b 值区判定一条断裂带上强震危险区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3）通过对龙门山断裂带和鲜水河断裂带上 b 值图的绘制，说明采用大量的小地震数据
利用最大似然法识别断裂带上的凹凸体的方法是可行的。不足之处是这种方法对研究的断裂
带及其上的小震数据的要求非常高，该断裂带上必须有足够多的小震数据可供选择，且选取
的数据需除去 5 级以上震级对小震的影响及余震对结果的影响；且由于断裂带上 b 值图的制
作完全依赖于断裂带上小震数据的选取，因此对于小震数据源本身获取的不确定性将直接影
响到 b 值图的分布。目前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很多研究学者在利用小震数据之前，都对
其进行精定位，但由于目前对精定位的方法多数研究学者都持有不同的观点，而本文的目的
只是利用小震数据从宏观上反映其 b 值图的分布，研究其与断裂带上应力分布的关系，精定
位会大量减少小震数据的数量，从而影响结果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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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rity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Low b-value: Application to the
Longmenshan and Xianshuihe Fault Zone
Li Zhengfang and Zhou Bengang
(Key Laboratory of Active Tectonics and Volcano, Institute of Geology,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collected, collated and analyzed small earthquakes recorded since 1970 in the

Longmen Shan fault zone and the Xianshuihe fault zone. By using zmap software from the Matlab platform, we
removed cluster data and aftershocks, selected small earthquake data and magnitude range, at last, we made the
b-value map by the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Taking low or high b values as an indication of high or low
applied shear stresses, we identified asperity position in the fault zone. The asperity position in the Longmenshan
fault zone identified in our stud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nitial rupture position before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happened.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small earthquake data distribution, we can not identify asperity position along
the whole Xianshuihe fault, but we still can identify four asperity in the middle and northern segment in the
Xianshuihe fault, where historical strong earthquake since 1725 and historical earthquake which was larger than five
since 1970 occurred.

Key words: Longmenshan fault zone; Wenchuan earthquake; Xianshuihe fault zone; b value; Aspe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