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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6 年 12 月 8 日，新疆呼图壁县发生 6.2 级地震，造成 3 人轻伤。地震灾区主要涉及昌吉回族

自治州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等市、县的共 25 个乡、镇（团场）及呼图壁县城、玛纳斯县城等
城市的部分区域，灾区面积 12450km2。本文在概述震区地震构造环境及地貌特点的基础上，依据《地
震现场工作（第 4 部分）：灾害直接损失评估》等规范，介绍了各结构类型房屋和生命线系统的破坏情
况及震区地震地质灾害的类型，分析表明此次地震直接经济损失以土木结构和砖木结构的破坏为主，
安居富民工程在地震中起到了关键的减灾作用。
关键词：呼图壁 MS 6.2 级地震

灾区面积 破坏

安居富民工程

引言
2016 年 12 月 8 日 13 时 15 分 03 秒，新疆呼图壁县发生 6.2 级地震，震中2（43.83°N,
86.35°E）位于呼图壁县雀儿沟镇境内，极震区烈度为Ⅷ度，震源深度 6km。结合周边地质
构造资料，判定本次地震的发震构造为清水河子（准格尔南缘）断裂。截至 2016 年 12 月 12
日 10 时，共记录到呼图壁 6.2 级地震余震 1329 次，其中 4.0—4.9 级 3 次，3.0—3.9 级 10 次，
最大余震为 4.0 级，主要呈近东西向分布于准噶尔盆地南缘断裂的北侧，震源深度 4—12km。
通过双差定位方法得到本次震源区长约 14km，宽约 8km，余震特征基本与清水河子断裂性
质一致3。本次地震微观震中位于雀儿沟镇南侧山区，距玛纳斯县 54km，距呼图壁县 60km，
距乌鲁木齐 103km，北天山地区震感强烈。地震造成 3 人轻伤，失去住所人数共计 38580 人，
造成震区内大量土木结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破坏。由中国地震局、新疆地震局、昌吉州地震
局联合组成的地震现场工作队通过对灾区 25 个乡（镇、场）182 个调查点进行震害调查分析，
绘制出等震线长轴呈北西西走向分布的地震烈度图，确定此次灾区面积为 12450km2。本文参
考以往地震震害资料（常想德等，2012a；2012b；李帅等，2013；2014；姚远等，2015）
，依
据《地震现场工作（第 4 部分）：灾害直接损失评估》等相关规范，通过简要描述震区地震构
1 基金项目 中国地震局地震应急青年重点任务（CEA_EDEM-201719）资助
［收稿日期］ 2016-01-12
［作者简介］ 李帅，男，生于 1982 年。工程师。主要从事工程地质和地震地质的研究。E-mail：peter825550@163.com
2 http://www.cenc.ac.cn/publish/cenc/904/20161208133008770115542/ index.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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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地貌概况，对震害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为抗震救灾和科学重建提供重要依据。

1 震区构造背景及地貌特征
地震构造背景
震区地处北天山与准噶尔盆地的交汇区，构造较为复杂、活动强烈。地震主要集中在北
天山山区和山麓地带，地震强度大、频度高。震区及周边的活动断裂发育，有近 EW、
NW—NWW、NEE 等多组方向，其中近 EW 向和 NW—NWW 走向断裂较多，一般发育历史
较长，规模较大，断面多向南倾，在这些断裂上曾发生过多次 5 级以上地震，如 1953 年 4
月 25 日呼图壁西南 5½级、1953 年 11 月 29 日呼图壁西南 5¾级及 1980 年 11 月 6 日玛纳斯
5.7 级地震等等。
通过多年来对北天山地震构造的探测和研究结果（杨晓平等，1998；王椿镛等，2001），
震区内的地震构造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天山内部的走滑型发震构造，主要包括博罗科
努-阿齐克库都克断裂、依连哈比尔尕断裂和包尔图断裂等；另一种是山前的逆断裂-褶皱型
发震构造。
山前逆断裂-褶皱地震构造主要分布在盆山过渡带，表现为乌鲁木齐山前坳陷逆断裂-褶
皱构造带，是由断坡、断坪、断裂扩展褶皱等所构成的复杂的推覆构造，强震发生在推覆构
造的根部。而北天山山前逆断裂-褶皱带的根部断裂为清水河子断裂（准噶尔南缘断裂），该
断裂是山前坳陷逆断裂-褶皱构造带内发生的大地震的震源区，1906 年玛纳斯 7.7 级地震就发
生在该构造带上，此次呼图壁 6.2 级地震震中同样也发生在该构造带上。且根据震源机制解
和余震分布特征，其主震发震构造与北天山推覆构造带地震构造相吻合。
1.2 震区地貌
震中区在地貌上位于依连哈比尔尕山中、高山区，震中以北分别为北天山北麓低山丘
陵区和呼图壁河、玛纳斯河冲洪积平原区。在中、高山区，山体整体走向 NWW—SEE，山
顶呈脊状、梁状，山体沟壑纵横，沟谷两岸边坡陡峭，地形坡度大于 30°，部分地段受河流
侵蚀及风蚀作用，近于直立；北天山北麓低山丘陵区是在北天山山前构造下形成的近 EW
向的长条状隆起山地，隆起带的山顶海拔 800—1200m，隆起山地被南北向河流切割，形成
较宽阔的河谷，主要河流有玛纳斯河、宁家河、塔西河和呼图壁河，在这些河谷中普遍发
育有多级河流阶地，河谷宽阔平坦，这里也是人口集中的地段；在呼图壁河、玛纳斯河等
冲洪积平原区上，新老不一的洪积扇呈散列展布，地势逐渐变得平缓，地形整体平坦开阔，
洪积扇上部分布有瓣状的冲沟，扇缘下部地下水逐渐出露，地层岩性也逐渐由粗颗粒的卵
砾石、漂石逐渐转变为圆砾及细颗粒砂土。在这里，人口密集，形成了规模相对较大的城
市（图 1）。
1.1

2 震害调查分析
本次地震灾害以房屋破坏为主，其次为教育系统等公共服务设施及水利、电力系统等基
础设施的破坏。在震区，还发生少量地震滚石、崩塌等地震地质灾害。此外，震区内房屋的
抗震设防烈度为Ⅶ—Ⅷ度，部分重大工程在此基础上提高Ⅰ度进行设防。下面简要分析地震
发生后这些房屋的破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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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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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区地貌 DEM 影像图

DEM image of the surrounding area of the earthquake

房屋震害调查分析
通过对震区的调查分析，认为震区人口分布受地貌影响。南部中、高山区人口少、分布
散，受房屋造价及材料制约，以自建土木房屋为主。震中北部低山丘陵区与冲洪积平原区随
着人口逐渐增多，房屋结构类型逐渐增加，由单一的土木结构房屋逐渐转变为抗震性能较好
的砖混结构、框架结构房屋及安居富民房。此次地震涉及房屋结构类型包括土木结构、砖木
结构、砖混结构、框架结构和安居富民房，破坏照片见图 2。
（1）土木结构房屋
多分布在距离城市较远的农村与乡镇，县城偶有分布，是破坏最严重的房屋结构类型。
根据建筑材料与方式，该结构房屋由土坯砌筑房屋与砖包土结构房屋组成（砖包土房屋内侧
为土坯墙体，外侧为砖砌墙体，两者没有有效连接）
。此次地震造成Ⅷ度与Ⅶ度区内的部分土
坯砌筑房屋墙体及屋顶出现坍塌，大部分房屋则在纵横墙交接处出现不同程度的竖向裂缝，
以及沿门窗洞角出现斜向裂缝，在Ⅵ度区内则以纵横墙交接处出现不同程度的竖向裂缝等轻
微破坏为主。砖包土结构房屋虽然没有出现坍塌，但由于内侧土坯墙体与外侧砖砌墙体没有
有效连接，导致部分房屋外部砖砌墙体出现脱落，内部土坯墙体也出现严重裂缝，并有部分
承重墙体出现外闪。在本次地震作用下，Ⅶ度与Ⅷ度区有 4.2%的土木结构房屋发生了毁坏，
20.4%受到严重破坏，37.1%和 26.3%分别为中等破坏与轻微破坏；在Ⅵ度区内，有 2.6%的土
木结构房屋毁坏，6.3%的严重破坏。
（2）砖木结构房屋
砖木结构房屋在震区内广泛分布，主要为农民自建。因修建年代与施工质量不同，该结
构房屋在此次地震中破坏程度各有不同，主要表现为门窗角的斜向裂缝、墙体的竖向裂缝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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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墙交接处裂缝。由调查可知，Ⅶ度区与Ⅷ度区内有 3.5%的砖木结构房屋发生了毁坏，
17.4%受到严重破坏，32.6%和 31.4%分别为中等破坏与轻微破坏。在Ⅵ度区，也有 1.7%的毁
坏与 5.1%的严重破坏。

（a）雀儿沟村三片区土木结构房屋整体倒塌；（b）雀儿沟村三片区砖包土房屋墙体砖块脱落；
（c）塔西河乡红沙湾村砖木竖向轻微裂缝；（d）雀儿沟砖木房屋门角裂缝；（e）小甘沟煤矿办公楼圈梁裂缝；
（f）雀儿沟镇白杨沟煤炭公司水房砖混墙体开裂；（g）神华天电矿业框架结构剪切裂缝；（h）玛纳斯乐土驿镇框架结构裂缝；
（i）雀儿沟镇西沟村安居房完好；（j）雀儿沟镇霍斯铁列克村安居房完好

图2

房屋破坏

Fig. 2 Damage of buildings

（3）砖混结构房屋
砖混结构的竖向承重墙采用砖或者砌块砌筑，构造柱以及横向承重梁、楼板、屋面
板等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好。震区内损坏的砖混结构民房主要分布在Ⅵ度区
内，厂矿企业破坏的砖混结构房屋主要集中在Ⅶ度区与Ⅷ度区内。震害调查表明，此次
地震中砖混结构的房屋破坏较少，没有发生毁坏、严重破坏和中等破坏，仅有 4.9%的砖
混结构房屋发生轻微破坏，且主要分布在Ⅵ度区内，房屋破坏表现为原有门窗洞口的斜
向裂缝加宽、屋外保温层裂缝、屋内墙皮脱落、塑钢窗窗角裂缝。厂矿企业的砖混结构
房屋破坏表现为单层砖混房屋墙体大面积出现斜向与横向剪切贯穿裂缝（这种破坏类型
多集中在Ⅷ度区与Ⅶ度区内）、门窗洞口的斜向裂缝、墙体横（竖）向裂缝等。
（4）框架结构房屋
框架结构房屋集中分布在县城城区及厂矿企业。此次地震中，分布在县城的框架结构房
屋的破坏表现为填充墙与梁柱结合部位出现裂缝，填充墙出现斜向裂缝，破坏程度轻；分布
在Ⅶ度区内的厂矿企业的框架结构房屋的破坏表现为填充墙“X”型剪切裂缝、门窗洞口剪
切或斜向裂缝、填充墙与梁柱结合部裂缝、地面沉降、装饰工程及器物破坏等，均属轻微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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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未造成主体结构破坏。
（5）安居富民房
新疆地区 2004 年开始建设抗震安居工程，2010 年，安居富民工程取代了抗震安居工程。
至今，安居工程已实施十余年，在这十余年里，安居房收获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在中强地
震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例如在 2012 年 6 月 30 日新源、和静 6.6 级地震、2014 年 2 月 12 日于
田 7.3 级地震、2015 年 7 月 3 日皮山 6.5 级地震中，安居房均表现了良好的抗震性能，为人
民生命提供安全保障，为国家减少经济损失。此次地震，安居房主要分布在农村，表现出很
好的抗震性，未发生破坏。
2.2 其他行业设施破坏
生命线工程分为交通、供水、供气、电力、通信等。根据对震区内生命线系统的调查统
计，可知破坏相对较为严重的有电力、交通和水利系统。此外，由于震区位于南部山区，牧民
草场和煤矿企业分布较多，畜牧系统和工矿企业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在此也一并叙述。
（1）电力系统
此次地震造成呼图壁县雀儿沟镇国网 35kV 西沟变电站办公用房及设备房屋严重毁坏。
西沟变电站办公房为砖混结构房屋，距离微观震中仅 1km 左右，房屋沿山墙墙体和窗角均出
现贯穿性“X”型节理，门框受地震作用发生严重变形（图 3（a）
）。
（2）交通系统
调查发现呼雀公路与呼齐公路及 S101 岔口（K64）106 煤矿-七里湖（Z537）专用公路出
现不同程度的地面裂缝等损坏，玛纳斯县境内 14 处桥涵受损，3 个牧区乡镇牧道损毁达 4km
（图 3（b）—（d）
）。
（3）水利系统
对震区内塔西河石门子水库等水利系统进行了调查，发现所有水库没有发生大面积
破坏，仅个别水库原放水涵洞因沉陷、断裂等原因放弃使用，预估震后原涵洞断裂情况
加剧，需进行加固。地震还造成部分引水灌溉等水利设施出现不同程度破坏，个别水库
坝体两岸与岩石结合面的帷幕和固结灌浆受损。此外，在本次地震中最为典型的破坏是
位于塔西河水库的闸井室，下部为混凝土框架，上部为砖混结构。下部混凝土框架完好，
上部砖混的墙体厚 24cm，北西侧山墙可见贯通的斜裂缝和水平裂缝，南东侧山墙上可
见贯通的“X”型裂缝，两道纵墙上可见长 2—3m 的水平裂缝，破坏相对较为严重（图
3（e））。
（4）畜牧系统
震区位于北天山中、高山区，部分为低山丘陵区。该地区牧业草场分布较为广泛，牲畜
棚圈多由废旧土木结构房屋及简易结构搭建而成，本次地震造成玛纳斯、石河子、呼图壁等
地区的部分牲畜棚圈出现倒塌、破坏等不同程度损毁（图 3（f））。
（5）工矿企业
震区的煤矿企业多集中于中、高山区的山间沟谷内，企业在矿区建有办公楼房、生
活区（包括宿舍、食堂）、生产车间等。此次地震造成部分厂矿企业的框架结构房屋及
设防砖混结构房屋出现了轻微至中等破坏。框架结构主要表现为填充墙出现剪切裂缝与
横向裂缝，沿承重柱出现竖向轻微裂缝；设防砖混结构房屋则沿承重墙体出现竖向轻微
裂缝，以及沿门角和窗角出现斜向裂缝。除房屋遭受破坏外，部分生产设施也受到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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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例如红三沟煤矿的风机因地震滚石脱离轨道；小西沟煤矿风井通道因地震滚石被砸
出一直径 0.5m×0.8m 的洞口等等，但由于震级小，滚石规模不大，未影响工矿企业的正
常生产。

（a）西沟变电站山墙贯穿剪切裂缝；（b）X146 线路面纵向贯通缝；（c）S101 省道过水涵洞垮塌；
（d）红山大桥肋板台基础外露；（e）塔西河石门子水库闸井室贯穿剪切裂缝；（f）玛纳斯县包家店镇柴场村砖木羊圈坍塌

图3

行业设施破坏

Fig. 3 Damage of industry facilities

地震地质灾害调查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中、高山区，山体沟壑纵横，沟谷两岸边坡陡峭。根据现场调查，发
现震区内多处出现崩塌、滚石等地震地质灾害，但规模不大。其中滚石主要分布在中、高山
区的沟谷内，直径大者可达 2m×2m×2m，多为震前遗留在半坡细沟或汶沟内的碎石，或在物
理风化作用下即将崩解的岩体受地震动作用晃动、松解并滚动下落，破坏房屋或企业产业设
施。例如在地震发生后，白杨沟煤矿就有滚石下落，直径约为 1m×1m×1m，滚石下落后砸穿
生活区的房屋，由于当时处于停产，因此未造成人员伤亡；此外红三沟煤矿在震后也出现滚
石下落，击中风机，并将风机推离轨道 0.5m（图 4、图 5）
。
地震崩塌主要分布在省道 S101 沿线，东起硫磺沟镇，西至清水河乡，总长 100km 范围
，是分布在雀儿沟镇三片区西沟苗圃东省道
内均有地震崩塌发生，规模较小（最大约为 100m3）
S101 旁的崩塌（图 6（a））
。崩塌体以砂岩为主，所在位置地貌岩体陡立，自然坡度 40°—50°，
部分近直立。该地区物理风化作用强烈，边坡上的岩体发育有风蚀洞穴。现场调查后，认为
该崩塌体是悬在半坡中的岩体在地震作用下松动、崩解，最终下落。崩塌体下落后的石块最
大粒径为 2m×1.8m×1.8m，未造成车辆破坏及人员受伤。同时，在此崩塌体南北两侧还分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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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型崩塌，堆积在坡脚下。此外，在天富煤矿附近的公路边上也发育有一处岩质崩塌体，
崩塌体所在位置的地貌因修建道路而被人为改造，道路两侧边坡坡度 30°—40°，未做支
挡与支护等防护措施。由此可知，崩塌的成因是边坡上残留的因修建道路而崩解的岩体在
地震动作用下脱离母体形成下落，崩解的碎石盖在道路上，部分崩解的碎石堆积在坡脚下
（图 6（b））。

图4
Fig. 4

白杨沟煤矿地震滚石

An earthquake rockfall near Baiyanggou coal mine

图5

红三沟煤矿地震滚石

Fig. 5 Some earthquake rockfalls near Hongsangou coal mine

震区内除岩质崩塌外，在震中附近还发生有一些土质崩塌，属于小型规模，并且主要分
布在道路沿线，如发生在康家石门子西省道 S101 边坡崩塌和清水河乡附近省道 S101 崩塌（图
6（c）、（d）
）等等。分析认为这些土质崩塌的发生都存在共同特点，即在修建道路中，原有
边坡被削坡处理后，在雨水等物理作用的侵蚀下，土体内部应力发生局部变化，变得较为松
软，地震发生后，土体借助地震动作用发生垮塌。但由于土质边坡相对高差不大，加之地震
动作用不强，因此地震发生后未发生大型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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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西沟苗圃东省道 S101 旁崩塌；（b）天富煤矿附近公路边坡崩塌；
（c）康家石门子西省道 S101 边黄土边坡崩塌；（d）清水河乡附近省道 S101 边黄土边坡崩塌

图6
Fig. 6

地震崩塌

Collapses caused by the earthquake

3 结论
通过对此次地震震害的调查、整理，得到如下认识：
（1）本次地震在 12450km2 的范围内，房屋结构类型有土木结构、砖木结构、砖混结构、
框架结构及安居富民房，其中农村地区以土木结构与砖木结构为主，砖混结构、框架结构多
分布在乡镇及县市。此次地震中以土木结构与砖木结构房屋破坏为主，其中土木结构房屋墙
体多数为土坯砌筑，少数房屋墙体为粘性土夯打密实而成，有部分土坯墙体外侧加砌粘土砖
墙，还有一些房屋的土坯墙体内含木；砖木结构房屋多为农民自建房，房屋墙体为粘土砖砌
筑，无圈梁及构造柱。土木结构房屋与砖木结构房屋在震区内破坏较多的原因是这两种结构
的房屋没有抗震构造措施，不具备抗震性能。
（2）通过对灾区电力系统、水利系统等生命线工程的调查，总结分析认为位于震区内的
水库在发生地震后，水库坝体、引水隧洞、发电厂房等较为重要的构筑物均没有发生严重破
坏，仅部分水库设施出现了轻微破坏，不影响正常使用；电力系统的大部分设备及房屋完好，
仅个别房屋出现破坏，未影响设备的正常使用。以上情况说明电力系统、水利系统等生命
线系统的抗震设计较为合理，抗震措施得当。但由于地震时间时值冬季，天气寒冷，无法
对水库、煤矿等系统的隐蔽工程开展调查，因此，后续应对这些设施开展进一步的震害调
查工作。
（3）地震发生在北天山中段北麓，属于新疆地区北天山经济带内，与新疆其他地震地区
不同的是该地区分布有较多的的厂矿企业，其内有设防砖混及框架结构组成的办公区和生活
区。在此次地震中，砖混结构及框架结构房屋均出现纵横墙竖向裂缝、门窗角洞斜向裂缝等
不同程度的破坏，未造成人员伤亡，说明地方政府贯彻了国家和自治区有关的抗震防灾工作
方针、政策，各种抗震防灾措施得到了较全面的实施。
（4）本次地震不仅造成了房屋破坏，也发生了少量地震地质灾害，如崩塌、滚石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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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总结，发现这些地震地质灾害多发生在公路及厂矿附近，规模虽小，但容易堵塞道路、
砸毁企业设施、破坏房屋。因此在道路修建时，应结合山区情况，合理修建并做好边坡支护
等构造措施，实施定期巡查，避免因中强地震诱发地震地质灾害，造成交通中断。
（5）地震发生在北天山中段中、高山区，属于新疆地区北天山经济带内，人口分布相对
集中，安居富民房覆盖率高，此次地震仅造成 3 人轻伤，说明抗震安居房和安居富民工程凸
显了良好的抗震性能，为保护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致谢：感谢参与此次震害调查的地震现场工作队人员提供本文所用资料，感谢他们的辛苦
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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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 Investigation of the Hutubi MS 6.2 Earthquake
on December 8, 2016
Li Shuai, Chang Xiangde, Luo Ju, Chen Jianbo, Sun Jing, Hu Weihua and Tan Ming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Urumqi 830011, China)

Abstract

The Hutubi MS 6.2 earthquake occurred on December 8, 2016, in Hutubi county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which caused three injuries. The earthquake effected areas mainly involved 25 townships,
towns, plus Hutubi county and Manas county of Changji, Hutubi abd Manas cities. The total effected area is 12,450
km2.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 the seismo-tectonic background and geomorphic features of the earthquake zon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ost-earthquake Field Works—Parts 4: Assessment of Direct Loss”, we introduce the
damages of buildings and lifeline systems with various structural types, and ultimately estimate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es to the mud-wood hous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brick-wood house.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Urban and
Rural Seismic Safe Buildings Project”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reducing the hazard by the earthquake.

Effected area；
Damage；
Urban and Rural Seismic Safe Building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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