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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新疆测震台网记录的宽频带波形数据，采用 CAP 方法反演西昆仑东段 2010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 MS≥3.0 地震震源机制，并结合研究区早期的震源机制数据分区反演构造应力场。结果表
明：研究区地震破裂类型以逆断型和走滑型为主，其次为正断型，过渡型最少；震源机制节面在 NWW
向存在明显优势分布且倾角较陡，压应力 P 轴在 NNE 向有优势分布且倾角较小，张应力 T 轴在 NW-SE
向有优势分布且倾角较小，说明研究区总体上主要以 NNE 向的水平挤压和 NW-SE 向水平拉张作用为
主；西南区域应力结构为走滑型，东北区域应力结构为逆断型，最大主应力轴  1 方位的最优解都呈 NNE
向，但西南区域更偏东，东北区域水平作用更明显。东北区域的应力形因子 R 值较小，体现该区域的
物质隆升相对于西南区域物质隆升分量大。
关键词：西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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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昆仑造山带位于青藏高原西北边缘，喜马拉雅帕米尔西构造结东北部，印度板块和欧
亚板块的结合部（李莹甄等，2016）
，北邻塔里木盆地，西为喀喇昆仑断裂所限，东与阿尔金
断裂相连，是一条宽约 100km 的近 EW 向的狭窄地带（王琼等，2012）
。新生代以来，西昆
仑造山带受到青藏高原和塔里木地块的双向对冲作用，主要受铁克里克断裂、康西瓦断裂和
喀喇昆仑断裂的制约。
构造应力场在地球动力学研究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区域地壳应力场及其时空变化特征
为深入了解构造变形、地震机理及地震应力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可靠信息（王晓山等，2015）
。
通过震源机制反演区域构造应力场是较为可行且普遍采用的方法，一些学者（许忠淮，2001；
谢富仁等，2004；高国英等，2010；郝平等，2012）利用震源机制、深井孔壁崩落等资料对
西昆仑地区构造应力场进行整体或分段研究，并形成较统一的认识，即该地区现代构造应力
场的主体特征为近 NNE-NE 方向的挤压，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推挤方向一致。受震源机
制数量的限制，早期针对西昆仑地区应力场研究划分的范围相对较大。本文采用 CAP 方法
（Zhao 等，1994；Zhu 等，1996）反演西昆仑东段 2010 年以后的震源机制，结合该地区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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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P 波初动法求解的震源机制数据，利用 Hardebeck 等（2006）的方法原理及 MSATSI 软
件（Martínez-Garzón 等，2014）分区反演应力场。

1 研究区及数据资料
本研究选取西昆仑造山带东段作为研究区域，除铁克里克断裂、康西瓦断裂和喀喇昆仑
断裂 3 条主要断裂外，还存在和田隐伏断裂和柯岗断裂，以上断裂在该区域基本呈 NWW 或
NW 向（图 1）。其中，铁克里克断裂为在地表呈高角度的南倾逆冲断裂；康西瓦断裂第四纪
以来为左旋走滑断裂；喀喇昆仑断裂东南段第四纪以来右旋走滑量介于 2—220m，活动方式
以右旋走滑为主（雷东宁等，2018；刘栋梁等，2011）；和田隐伏断裂为铁克里克逆冲断裂带
派生出来的大型逆冲断裂（徐晓尹等，2016）；柯岗断裂是右旋兼逆冲的韧性剪切带（赵佳楠
等，2013）
。1976 年以来，研究区共发生 3 次 MS≥6.0 地震，分别为 1996 年 11 月 19 日喀喇
昆仑山口 MS7.1 地震、
1998 年 5 月 29 日和田 MS6.2 地震和 2015 年 7 月 3 日皮山 MS6.5 地震。

注：①和田隐伏断裂 ②铁克里克断裂 ③柯岗断裂 ④康西瓦断裂 ⑤喀喇昆仑断裂

图1
Fig. 1

研究区主要断裂和 1976 年以来强震震源机制

The focal mechanism of strong earthquakes since 1976 and main faults in study area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包括：收集整理的研究区 2006—2009 年 16 次 MS≥3.5 地震震源机制，
这些资料多数由高国英等（2010）利用 P 波初动法求解得到；利用新疆测震台网记录的宽频
带波形数据，通过 CAP 方法反演得到研究区 2010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 82 次 MS≥3.0 地震
震源机制数据（不含余震）。

2 研究方法
震源机制
前期的研究结果（李艳永等，2018；王晓楠等，2018；张志斌等，2019a，2019b）证明
了利用 CAP 方法获取中小地震震源机制的可靠性，因此本文采用 CAP 方法反演研究区 MS≥
3.0 地震震源机制。该方法将近震宽频带三分向波形分为 P 波部分和面波部分，并赋予不同
的权重分别进行反演，反演过程中采用不同频段滤波。通过计算理论合成波形与真实记录波
形的误差函数，利用网格搜索法在相关参数空间搜索误差最小的最优解（张广伟等，2015）
。
与其他方法相比，其优势在于充分利用了真实记录的观测波形，并允许时间窗理论波形和实
际观测波形进行相对时移拟合，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速度模型不够精确、地壳速度横向不均匀
性带来的影响。反演过程中所采用的地震波形来源于新疆测震台网记录的宽频带观测记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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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400km 内 P 波初至清晰的波形数据，对 P 波部分截取 35s 窗口长度并作 0.05—0.2Hz 滤
波，对面波部分截取 80s 窗口长度并作 0.05—0.10Hz 滤波。断层走向、倾角和滑动角以 5°为
间隔搜索不同深度的震源机制，利用目前广泛使用的频率-波数法（F-K 法）计算不同震中距
的格林函数。反演过程中使用 CRUST2.0 速度结构模型。
2.2 构造应力场
采用 MSATSI 软件反演构造应力场的主要步骤如下（王晓山等，2015）
：根据 MSATSI
算法对网格进行反演，确定网格的最佳应力张量方位和应力形因子 R 值；利用自助抽样法对
网格点的原始输入数据进行重采样，在选定的置信区间内进行不确定性评价；对应力场反演
结果进行可视化显示，标出 3 个主应力方位和应力形因子 R。

R  ( 1   2 ) /( 1   3 )

（1）

式中，  1 、  2 和  3 分别表示最大、中等、最小主应力。R 值是衡量中间主应力轴更接近最
大主应力轴或更接近最小主应力轴的度量。在仅考虑偏应力的情况下，当 R 值为 0.5 时，意
味着三个主应力数值呈等差排列，随着 R 值增大，  2 大小逐渐和  3 接近，R 值越大，中间
主应力表现的张应力越明显。同理，R 值越小，中间主应力表现的压应力越明显（黄骥超等，
2016）。
利用 MSATSI 软件反演应力场过程中，默认的重采样次数为 500 次，次数过少会导致可
信度降低，次数过多会导致运算量大，增加计算时间，本文设置的重采样次数为 1000 次，置
信区间为 95%。

3 震源机制和构造应力场特征
Frohlich（1992）提出采用三角形图解法对震源机制类型的分布特征进行量化分类和评
估，其分类标准是：震源机制 P 轴倾角为 90°时，震源机制为正断型；T 轴倾角为 90°时，震
源机制为逆冲型；B 轴倾角为 90°时，震源机制为走滑型。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区 MS≥3.0 地
震震源机制类型特征，本文以 45°为界将 98 次地震震源机制分为 4 类：正断型，P 轴倾角应
≥45°；逆断型，T 轴倾角应≥45°；走滑型，B 轴倾角应≥45°；过渡型，三个应力轴倾角都
应＜45°。分类结果显示，98 次地震中正断型、逆断型、走滑型和过渡型分别为 13 次、42
次、40 次和 3 次，各占总数的 13%、43%，41%和 3%（图 2）。可见在研究时间段内，研究
区 MS≥3.0 地震破裂类型以逆断型和走滑型为主，正断型次之，过渡型最少。
研究区分类后的 MS≥3.0 地震震源机制空间分布与研究区主要断裂构造关系密切（图 3）
。
逆断类型（图 3（a））遍布在整个研究区域，尤以研究区东北部铁克里克断裂附近居多，约
占逆断型地震总量的 80%；走滑类型（图 3（b））空间分布与逆断型相反，以研究区西南部
的康西瓦断裂和喀喇昆仑断裂附近居多，约占走滑型地震总量的 70%；正断类型（图 3（c）
）
和过渡类型地震（图 3（d））主要分布在铁克里克断裂附近。
对震源机制参数每 10°间隔划分为一个角域，进行归一化频度统计（图 4），由于小震难
以区分断层面和辅助面，故在统计中合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该研究时间段内，节面在
NWW 向存在明显优势分布且倾角较陡，主要分布在 50—80°范围内；滑动角在+90°和±180°
附近有明显的优势分布，与研究区以逆断型和走滑型为主的断层作用机制特征契合；压应力
P 轴在 NNE 向有优势分布且倾角较小，主要分布在 30°范围以内；张应力 T 轴在 NW-SE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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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势分布，倾角主要分布在 30°范围以内，说明研究区主要以 NNE 向水平挤压和 NW-SE
向水平拉张作用为主。

图2

研究区 MS≥3.0 地震震源机制三角分类

Fig. 2 The triangle classification of focal mechanism with MS≥30 in study area

图3
Fig. 3

研究区 MS≥3.0 地震震源机制类型空间分布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ocal mechanism with MS≥30 in study area

基于研究区 98 次 MS≥3.0 地震震源机制数据，将研究区划分为东北和西南区域，并采用
MSATSI 软件分区反演应力场（表 1、图 5）。结果显示，置信度为 95%时，东北区域最大主
应力轴  1 方位的最优解为 N14°E，呈近 NNE 向，置信范围为（76°—94°）
，倾角最优解为

14°，置信范围为（7°—36°）；中间主应力轴  2 方位的最优解为 N74°W，呈 NWW 向，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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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震源机制参数归一化统计

Fig.4 The normalized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focal mechanism parameter in study area

信范围为（16°—194°）
，倾角最优解为 10°，置信范围为（38°—77°）；最小主应力轴 σ3 方
位的最优解为 N51°E，置信范围为（308°—48°），倾角最优解为 73°，置信范围为（3°—
89°）；应力形因子 R 的最优解为 0.41，置信范围为（0.06—0.98）；西南区域最大主应力轴  1
方位的最优解为 N29°E，置信范围为（1°—93°），倾角最优解为 26°，置信范围为（8°—
，倾
64°）；中间主应力轴  2 方位的最优解为 N11°W，呈 NNW 向，置信范围为（79°—299°）
角最优解为 57°，置信范围为（18°—83°）；最小主应力轴  3 方位的最优解为 N70°W，置信
范围为（214°—8°），倾角最优解为 18°，置信范围为（71°—75°）；应力形因子 R 的最
优解为 0.62，置信范围为（0.13—0.99）。可见研究区东北和西南区域最大主应力轴  3 方位的
最优解都呈 NNE 向，但西南区域更偏东，东北区域水平作用更明显；区域应力结构存在明
显的差异，西南区域为走滑型，东北区域为逆断型。
表1

构造应力场分区反演结果

Table 1 Result of stress field inversion
1

分区

2

3

方位/°

倾角/°

方位/°

倾角/°

方位/°

倾角/°

东北

14
（76—94）

14
（7—36）

106
（16—194）

10
（38—77）

－129
（308—48）

73
（3—89）

西南

29
（1—93）

26
（8—64）

169
（79—299）

57
（18—83）

－70
（214—8）

注：以上的数值范围为各参数在 95%置信度下的不确定性范围。

应力形
因子 R
0.41
（0.06—0.98）

18
0.62
（71—75） （0.1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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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应力场分区反演结果的球面投影图（彩色点表示 95%的置信区间）

Fig. 5 Result of stress field inversion（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are plotted in color dots）

4 认识和结论
本研究采用 CAP 方法获得西昆仑东段 2010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 82 次 MS≥3.0 地震震
源机制数据，并结合收集整理的 2006—2009 年 16 次 MS≥3.5 地震震源机制数据对研究区的
应力场进行了分区反演。结论如下：
在研究时间段内，研究区地震破裂类型以逆断型（43%）和走滑型（41%）为主，正断
型次之，过渡型最少。李莹甄等（2016）对西昆仑地区 45 次中强震震源机制进行了分类
分析，指出走滑型地震约占 60%，逆断型占约 18%，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有些差异。原因可
，
能与研究范围的大小有关，西昆仑地区地震活动水平由西北至东南依次减弱（李茂玮，1994）
李莹甄等（2016）对整个西昆仑地区进行统计分析，西段的震源机制数量占据较高的比例，
而本文的统计结果则体现了西昆仑东段的震源机制特征。
从空间分布上看，逆断型地震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北部的铁克里克断裂附近，该断裂所
处的西昆仑北缘是西昆仑造山带与塔里木盆地的结合地带，显示出青藏高原西北缘在印度板
块 NE 向欧亚大陆挤压碰撞作用下，遇到稳定的刚体的塔里木盆地阻挡而逐渐隆升的构造运
动特征。研究表明，西昆仑山自 5Ma 以来发生了脉动式由缓慢到快速的隆升过程（高锐等，
2000）；走滑型地震以研究区西南部的康西瓦断裂和喀喇昆仑断裂附近居多。发生在喀喇昆仑
断裂上走滑性质的地震反映了印度洋板块向北推移时受到塔里木地块的阻挡，使得帕米尔一
带相对青藏高原主体部分向北运移了 250—300km。而发生在康西瓦断裂附近的走滑地震，
则反映了青藏高原沿阿尔金断裂整体向东北方向移动的现象（环文林等，1980）。铁克里克断
裂附近发育一定数量的走滑型地震可能和该断裂具有一定的右旋走滑性质有关，其第四纪右
旋走滑速率约 4mm·a1（Fu 等，2010）。另外，铁克里克断裂附近有少量的正断型和过渡型
地震，康西瓦断裂和喀喇昆仑断裂附近有少量的逆断型地震，它们反映出局部应力场和震源
破裂特征存在复杂性，使得震源破裂面不止一种走向，破裂错动不止一种性质。但总体上看，
研究区震源机制的空间分布特征与该区域主要活动构造性质基本吻合。
震源机制参数统计结果显示整个研究区主要以 NNE 向的水平挤压和 NW-SE 向水平拉张
作用为主。应力场的分区反演结果表明西南区域和东北区域最大主应力轴  1 方位都呈 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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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但西南区域更偏东，东北区域水平作用更明显。最小主应力轴  3 的倾角和中间主应力轴

 2 的倾角呈两极分布，即东北区域所处的西昆仑与塔里木盆地结合地带最小主应力轴  3 的
倾角较陡，中间主应力轴  2 的倾角近水平，而西南区域所处的康西瓦断裂和喀喇昆仑断裂附
近的最小主应力轴  3 的倾角近水平，中间主应力轴  2 的倾角较陡，故西南区域更易发生走
滑型地震，东北区域更易发生逆断型地震。这与震源机制类型的统计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表明区域构造应力场和构造运动特征具有很好的关联性。
东北区域 R 值为 0.41，说明该区域近 NWW-SEE 的中间主应力  2 有一定的挤压成分，
由于最大主应力  1 表现为近 NNE 向的挤压，因此将两种效应综合起来，该区域主要表现为
物质的隆升；西南区域最大主应力  1 也表现为近 NNE 向的挤压，由于最小主应力  3 表现为
近 NWW 向的扩展，使得这里的挤压造山兼有隆升和向近 NWW-SEE 向扩展的两种分量，因
此西南区域的物质隆升相对于东北区域的隆升分量小。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结论是在假定挤
压运动分量一致的情况下得到的结论，但究竟研究区域的挤压运动分量有多大，需要依靠 GPS
资料、深部地球物理背景及地质观测等进行进一步验证（刘兆才等，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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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cal Mechanism and Stress Field Inversion in the Eastern
Section of West Kunlun
Li Yanyong, Wang Fanxia, Wu Nier and Tang Mingshuai
(Earthquake Agency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Urumqi 83001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broadband waveform data recorded by Xinjiang Seismic Network, the focal

mechanism of MS≥3.0 earthquake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8 are inverted by CAP method in the eastern
section of West Kunlun. Combined with the focal mechanism data in the early stage, the stress field in the study area
is inver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ismic rupture types are mainly thrust type and strike-slip type, followed by
normal fault type, and the transition type is the least in the study area. Nodal plane of focal mechanism is near
NWW, the inclination angle is steep. P axis is near NNE, and the inclination angle is small.T axis is near NW-SE,
the inclination angle is small. It indicates that the stress field of study area is mainly under action of NNE horizontal
compression and the NW-SE horizontal tensional; The inver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ess structure in the
southwest and northeast regions is quite different, the stress structure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is strike-slip type, the
stress structure in the northeast region is thrust type. The optimum solution of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σ1 are
NNE direction in southwest region and northeast region, but the southwest region is more east, and the horizontal
effect in the northeast region is more obvious. The stress shape ratio R indicates that the material uplift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is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northeast region.

Key words: West Kunlun;Focal mechanism; Stress field; CAP; MSAT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