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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连续破裂模式中前震断层蠕变和弹性波振幅前兆

与实验震级的关系

从慢地震到弹性动力破裂，构造断层以连续模式发生破裂。在自然界

和实验中，已经观察到弹性波速和振幅的前兆变化，这被解释为即将发生

破裂的标志。这些变化被认为是由断层带内和周围的接触活化和微破裂引

起的。但是，它们与断层蠕变的物理机制和联系还知之甚少。研究人员通

过在摩擦剪切过程中改变加载刚度，产生了一系列的滑动模式，并使用传

输的弹性波来测量断层带的性质。研究发现，弹性波振幅在断层破裂之前

显示出明显的变化。振幅开始减小的时间与实验地震的震级有关，并且该

减小的量级随断层滑动而变化。这一结果为实验地震的前兆提供了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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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并表明连续的地震监测可能对评估断层状态和潜在的地震危险有效。

相关研究成果于 2020年 4 月发表在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地震预测一直是地震学的长期目标。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如果没有

对即将发生的地震位置的深入了解，就无法集中寻找在破裂前岩石特征的

所谓前兆—时间变化。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观察到地震波速度和振

幅异常的前兆变化。实验表明，它们可能发生在从慢滑移到弹性动力学地

震的整个地震破裂模式中。通常，自然界中的前兆被认为是由断层带中孔

隙流体调节的有效模量的变化引起的。在关于剪切岩石不连续面的有限实

验中，也观察到了可能与预滑有关的地震波振幅的前兆变化。此外，最近

的实验研究已使用监测声发射（AE）信号来预测实验地震的破裂时间。

主动和被动地震监测技术已被证明是有前途的，尤其是在储层监测，

震后愈合的野外研究以及断层摩擦状态和同震能量释放的实验研究方面。

声波振幅（AT）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已从理论和实验中证明：AT 与断层

正应力和愈合时间成正比，而与实验断层稳态剪切时的滑移速率成反比。

因此，研究 P 波振幅能够直接研究控制实验地震前兆时间变化的微观物理

机制。尽管理论研究表明，强度为 25~100 MPa 的断层和测量频率为 1~100

Hz 的断层应该是可行的，但目前尚不清楚 AT 中的可分辨前兆信号是否可

用于监测构造断层的地震发生状态。

研究人员通过双轴剪切仪对表面覆盖石英粉末的Westerly花岗岩粗糙

表面进行剪切，来模拟地震断层带，并通过改变加载弹簧的横截面积来改

变加载刚度，从而产生连续的滑移模式。在实验中监测应力、断层位移和

断层滑移速率，并对一系列的断层滑动模式、滑动速度和应力降进行连续

超声监测，同时，保持恒定的摩擦接触面积和正应力。通过观察与预滑有

关的前震 AT 变化，证明这些前兆随断层滑移速率和地震震级而系统地变



3

化。

图 1 通过改变弹簧横截面积产生的断层滑移模式

研究人员将实验慢地震归类为没有能听到同震能量释放的失稳。在实

验中，慢地震的应力降为 0.3 MPa或更小，最大峰值滑移速度为 300μm/s，

同震持续时间> 0.5s。与以前的观察一致，慢滑事件的应力降始终小于动态

粘滑失稳。另外，应力降与加载刚度负相关，而更易屈从的系统会产生更

大的失稳。地震应力降也随着同震滑移峰值速度的增加而增加，随同震滑

移持续时间的增加而下降。

图 2 显示了一组代表性的粘滑及其相关的力学和超声波属性，图 2a

和 2b 分别表示了失稳与所施加的远场剪切位移速率和断层滑移速率之间

的函数关系。在周期性交替范围内，慢失稳具有约 100μm/s 的峰值滑移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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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快速的弹性动力学事件具有约 1 mm/s 的峰值滑移速率，表示峰值滑

移速率增加了一个数量级。断层法向位移的观测结果表明，断层在间震期

发生了膨胀，在发生破裂之前发生压实，在同震期滑移速率减小到接近零

且断层闭锁时，发生快速压实。这表明压实和降低的震后滑移率可以通过

增加摩擦接触点的数量和大小来共同促进断层愈合。在弹性加载期间，AT

会先增加，然后在慢和快滑动事件发生之前降低。有趣的是，震前 AT 减

小的开始也标志着非弹性断层蠕变的开始和断层滑移速率的增加。也就是

说，一旦断层开始解锁并且发生非弹性加载，P 波振幅就会减小。随后，

当断层达到其峰值滑动速率时，在同震滑动阶段振幅减小到最低。

图 2 粘滑过程中断层带膨胀、滑移速率、振幅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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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地震中，AT 和断层滑移的变化表明，AT 的先验变化定量地遵

循断层滑移速率。这一观察结果与长期以来的观点一致，即预滑可能指示

自然界中地震前兆的特征。从广义上讲，在实验中观察到的 AT 变化可以

分为两个震前阶段：首先，在间震期的线性弹性加载阶段，AT 增加。在

线弹性加载阶段，AT 随时间呈对数增加，这与摩擦实验和自然界中断层

愈合的观察结果一致。研究人员将 AT 的这种增加解释为构成“颗粒界面”

的微观接触面的刚度和强度的增加，这是通过在“愈合”阶段增加了粗糙

面的数量或大小而实现的。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在快和慢滑移事件发生之前

出现非弹性断层蠕变，并在 AT 达到峰值时开始。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

的系统过渡使 AT 成为断层的可靠前兆。在第二阶段，AT 连续降低，直到

在同震破坏期间断层达到最小剪应力为止，其降低率呈对数线性特征。

图 3 慢、快地震前兆振幅与断层滑移速率的关系

在同震断层滑移期间，AT 达到在断层滑移峰值速率最大时达到最小

值。从前震到同震滑动过渡期间，振幅随时间变化的斜率没有中断。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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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对于前震和同震滑移，控制滑移行为的接触力学行为可能是相似的。

在实验地震周期的各个阶段，AT 与断层滑移速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

前震 AT 变化可以作为预测破裂的标志。结果表明，假设在空间或时间上

潜在机制的线性比例接近线性变化，则可以在自然界中使用连续地震监测

来获得即将发生破裂的信息。但是，将结果外推到自然界可能并不容易。

特别是，自然断层上的预滑通常很小，并且可能无法分辨。另外，尽管 AE

产生机理与 AT 的机理之间的关系鲜为人知，但在接近自然断裂所经历的

低应变速率下，已观察到实验室 AE 前震前兆在时间上变短，在时间上与

破裂更为接近。

观察表明，预滑与应力降的幅度成反比。换句话说，经历较高预滑的

断层通过前震预滑释放了一些累积的应变能，从而导致较低的同震应力降。

这与速度—状态摩擦方程内的时间依赖性愈合理论是一致的，通过粗糙连

接处的实际接触面积的增加引起较高的愈合导致后续震级的增加。

同时，研究者将前震 AT 的减少量计算为从弹性加载期间的峰值 AT

（Amax）到破坏之前的峰值摩擦力处的 AT（Acos）的减少百分比（以

AT 峰值为参考）。结果表明，当断层几乎没有前震滑动时，前兆 AT 的变

化会系统地更高。相反，最小的前兆 AT 信号与最高的前震滑移和更小的

滑移事件相关。这表明断层以较大的应力降锁定了更多的先前破裂。这允

许更高的愈合幅度，并在较大的同震应力降之前具有更长的愈合时间。因

此，尽管前兆 AT 减小的开始与预滑的时间有关，但 AT 前兆的大小与断

层所经历的最大滑移速率密切相关。对前兆 AT 变化的观察表明，当断层

经历较少的宏观尺度的预滑时，振幅前兆发生在地震周期的早期，而随着

断层经历较多的预滑，发生的时间便开始延迟。在较大的失稳之前，断层

在间震期更早达到更低的滑移速率，而 AT 与断层滑移率的对数有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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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小微滑动先兆的开始会产生较大的、可分辨的前兆振幅信号。

图 4 预滑、前兆与震级之间的关系

来源：Shreedharan S, Bolton D C, Rivière J. & Marone C. Preseismic

Fault Creep and Elastic Wave Amplitude Precursors Scale with Lab Earthquake

Magnitude for the Continuum of Tectonic Failure Mode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20, 46, Doi:10.1029/2020GL08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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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计算地震应力传递和探测余震物理机制的新技术

地震应力变化一直是解释余震和触发地震（triggered earthquakes）的

主要物理原理。但是，这种方法在进行正式测试时不能充分预测地震发生

率和各种破裂群。研究表明，基于物理模型的假设，例如假设存在最佳断

层、应力场的区域尺度具有不变性等，可能会影响地震预报。研究者把在

这些假设下进行的计算与新的概念触发模型的不同实现结果进行比较。该

触发模型具有对所有可能破裂的完整分析功能，在这个概念模型中，总是

存在一组理论平面，这些平面在背景应力和同震静态应力变化的组合下具

有正的破裂应力条件。在地球上，所有这些理论平面可能都不存在，如果

存在，它们可能还没有产生破裂。因此，实际余震平面可能不对应于具有

最大应力变化值的平面。这与主震通常激活具有奇异方向和斜率（rakes）

的断层的观察结果一致。研究者的试验场是 2010年 El Mayor-Cucapah 7.2

级地震序列，该序列激活了横跨加利福尼亚州和下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

墨西哥边界的多个不同断层群。研究者进行了一项回顾性检验，涉及主震

后 3 年内发生的 748 次震级 M≥3.0 级的触发地震。研究者强烈建议，采

用受前主震破裂模式约束的可能的余震平面概率表达式（余震的 89％与静

态应力触发一致），而不是采用最佳断层实现（35％的一致性）。结果表明，

同震应力变化幅值并不一定控制地震的触发，相反，背景应力和同震应力

变化的总和会促进各种破裂。因此，研究者的模型可以解释在最佳平面映

射时显示出的同震应力减小区域中的地震触发。相关成果发表在 2020年 4

月的 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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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 年加利福尼亚州-墨西哥边境附近的 El Mayor-Cucapah 7.2 级地震的位置

地震后，弹性地壳的同震形变（coseismic deformation）导致周围区域

的永久性静态应力变化。在过去的 40 年中，静态应力变化假设为触发地

震的时空分布提供了物理解释。连环地震（linked earthquakes）造成的破

坏力很高，易损群体面临巨大风险，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获得尽可能高的

余震预测准确性。

通过计算应力场的预期同震变化来应用应力-触发假设，并且，被广泛

接受的是，触发地震的位置对应于主地震后同震应力变化超过 0.01 MPa

的位置。但实际中由于应力变化驱动的预测模型有高不确定性和信息增益

小的缺点，预测触发地震的主要替代途径是经验统计模型。研究者提出以

下问题：是否存在非最优的替代破裂面，其在主震发生后受到了严重的应

力作用，以及人们能否提前识别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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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模型在震级 M≥3 的余震位置处，测试所有可能的破裂平面和具有固定区域应力场

（σ1 在 N5°E 为水平）的所有摩擦系数，以评估 El Mayor–Cucapah 主震之后
的最大总应力的平面，只有 18％的触发地震发生在最大应力平面上。

应力变化计算是基于地震源和邻近活动断层的综合知识进行的。这些

知识有两种描述方法：已知的地质活动断层，或者失稳断层（failure fault）

的可能最佳破裂方向。但是，两种方法具有其局限性。最近的研究通过关

注空间非均匀性和不同的测试策略，在改进基于物理的预测方面取得了进

展。这些研究涉及不同的地震触发主题。邻近活动断层，即接收器平面

（receiver planes）的确定取得很大进展，主要涉及：区域构造方向、简化

的主震参数、余震节点平面、地质断层和高滑动率断层、余震序列内应力

影（stress shadows）的有效性及其对特定方位活动断层活动的影响、基于

物理的预测改进，以及静态应力对区域地震活动的触发。另外，关于现实

地壳各向异性的重要性已达成普遍共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标准化的方

法来解释观测到的复杂性并预测各种余震破裂模式。关于这一点，不同学

者在研究过程中给出了不同的建议。

研究者选择加利福尼亚-墨西哥边界附近的 2010 年 Mayor–Cucap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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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级地震序列中的具有挑战性的连环地震群，其拥有最全面的震源模型

——根据大地测量、遥感和地震数据计算得出。研究者首先按照一个熟悉

的过程来建立参考模型，在该过程中，调整主震滑动模型的弹性位错，通

过计算以区域应力场为最佳方向的假设断层上的库仑破坏应力变化，来找

到应力变化值。在参数选择上，考虑了范围广泛的摩擦参数（(0 ≤ μ′ ≤

0.8）, 并且采用了多种应力变化方法来描述导致概念差异的因素。然后，

研究者在试验过程中建立了三种地震应力触发的概念模型，其中一种代表

最常用的映射最佳平面法，另外两种是新型总应力概念模型。最后，研究

者将最佳平面结果与两个总应力模型进行比较，在此过程中使用余震观察

到的震源机制作为测试指标，以比较不同方法的结果，并应用简化的可视

化方法来比较结果。另外，研究者针对总应力计算的不确定性也提出了解

决方法。

图 3 模型在每个 M≥3.0 的余震位置测试所有可能的破裂面，并具有固定的初始
应力方向（σ1在 N5°E 处为水平）

研究结果表明，复杂的地球需要更全面的技术来理解地震触发。值得

注意的是，余震很少（占总数的 35％）出现在计算出的最佳定向平面上。

通过解决所有可能的破裂平面上的总应力（同震及背景），以及过去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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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的约束条件，可以对 89％的震级大于 3.0 级的 El Mayor–Cucapah 余

震提供物理解释。在这种总应力概念下，不必期望应力影，因为总是可以

识别出具有正破坏应力的平面。尽管由主震引起的应力重新分布可能会抑

制某组特定断层上的破裂，但也可能会促进其他破裂。因此，人们期望的

没有余震的区域确实不存在。实际上，几乎总是有违背影区的地震。

研究者发现至少有一个与某个特定的倾斜方向（rake direction）相结

合的理论平面，其在主震附近的每个点的应力都增加。但关键的问题是，

这样的破裂平面是否存在于真实的地球中，并且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是否处

于即将破裂的临界状态。在许多破裂周期内，逐渐将其移至临界状态，发

现重复的主震可能是其中某些平面的主要加载机制。注意到两种获得潜在

破裂平面的一些先验知识的方法：先前的震源机制目录有助于（回顾性地）

预测 89％的 El Mayor–Cucapah 的大于 3.0 级的余震。由于多数大型余震

发生在定义明确的断层上，因此地质填图（geologic mapping）以及改进的

地震目录检测和表征技术也将变得有用。

静态应力的变化会随着距主震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并且通常应用的最

小阈值约为 0.01 MPa，而研究者的方法没有阈值，并且研究结果表明，静

态应力幅值不能控制触发。

研究者认为，总应力方法可能是统一的物理触发预测的一部分。地震

波的动态应力被用来在距离较长的临界应力断层上引发地震，而统一的特

征是一些关键的断层和裂缝，它们在破裂的端点（cusp of failure）得到平

衡。例如，Townend 和 Zoback（2000）提出，即使在低应变率的板内区域，

小规模的破裂也会导致地壳处于临界应力状态。这些处于临界应力的断层

可以由任何应力扰动触发，无论是静态的、动态的，还是人为的。总应力

模型可以为静态触发和动态触发的相对作用提供一个更好的测试环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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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没有最小应力变化阈值和相应的距离限制。因此，可以对地震速率随距

离的异常变化进行非常详细的检查和归因。

来源：Segou M. & Parsons T. A New Technique to Calculate Earthquake

Stress Transfer and to Probe the Physics of Aftershocks. 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20, 110(2): 86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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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家评论地震预警系统的益处

2020 年 2，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副教授 Elisabeth Nadin 结合近期研究进展，对地震预警系统的

益处进行了评论，其指出地震预警系统对许多情况下即将来临的地震提供

了及时的预警（并非有些批评者认为的那样），这有助于各类机构、人群

采取相应措施。但同时，人们也应注意到，地震预警的最大敌人是地震波

惊人的传播速度，因此，地震预警的盲区或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存在。

科学家无法预测地震何时发生。然而，他们可以合理地确定破坏性地

震风险较高的地区。土耳其最近发生的 6.7 级地震（当地时间 2020 年 1 月

24 日晚）以及随后的恢复工作促使该国内政部长警告公民该地区可能发生

更大的地震。

如果人们在地震波袭击前几秒钟就被警告即将发生的地震，那么，在

这样的事件中有多少人可以幸免于难或避免受伤？研究人员在设计地震

预警系统时，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早期预警系统利用本地或区域地震

网络来检测地震的初始震动，警报随后通过电视或广播向公众发送，现在

越来越多地通过手机发送。世界上有几个这样的系统，包括 2019年 10 月

在加利福尼亚上线的美国西海岸预警系统 ShakeAlert，但它们的有效性还

没有得到很好的量化。对现有警告算法的测试表明，在许多情况下，人们

可以及时接收到警报。

1.地震预警：神奇的系统，或者还是太慢

大量的资源已经用于开发这些系统，研究人员吹捧地震早期预警的伤

亡预防和经济效益。但是，这些经费和时间投资，值得吗？

加州理工学院的地震学家 Men-Andrin Meier（最近在《地球物理研究

杂志》（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发表了一项有关地震预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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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关于早期预警的潜在用途存在争论：在社区里，支持者说这是一个

了不起的工具，可以通过这种技术大大降低风险；批评人士说，对于破坏

最严重的地区来说，速度太慢了。

因此，Meier 计划测试预警系统在震动最大的地方的表现如何。地震

预警的最大潜力是在脆弱的情况下，例如建筑工地，一个建筑工地上有那

么多东西会倒塌，人们不需要太多的警告就可以退后一步，让自己处于安

全的境地，或者，像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建议的那样“伏地、遮挡、

手抓牢”（drop，cover and hold on）。

图 1 2016 年熊本地震预警范围

2.地震预警：受益者

地震的强度随地点的不同而变化，震中周围的地区是最先感觉到地震

的地区，而且往往会经历最剧烈的震动。对于地震预警系统，这通常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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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晚警报区”（late alert zone），因为地震波在警报之前到达。不幸的是，

这是最需要警惕的地区。相比之下，距震中较远、震级较轻的地区，在震

前都会得到成功的警报，但可能不会有受到重大损害的危险。

关于预警效用的争论就在这里：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它真的有用吗？

Meier 和他的同事们组成研究团队，利用过去 20 年日本 200多次地震的数

据，将观测到的地震动与三种不同预警算法预测的地震动进行了比较。在

此基础上，评估了谁会在什么时候得到警报。而在此之前，类似的测试使

用合成数据或假设的预警算法。

研究发现，在所有震级最强的地点中，约有 50%的地方会收到及时的

警报。也就是说，他们至少在震动变得比较明显前的 5 秒钟就能收到警报。

另外的 50%处于晚警报区。这意味着，现有早期预警算法可以对破坏性地

震波风险最大的地点的一半进行警戒。具体而言，根据地震的规模和发生

的深度，能够成功发出警报的地点数量各不相同。对于较低—中等震动强

度的地区，当前的算法可以在感觉到震动之前警告多达 90%的地区。

图 2 不同站点的预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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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震预警：未来

Meier 指出，随着算法的改进，警报可能会有所改善。此外，人们可

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遮挡，即使在震动已经很明显之后。真正强烈的地

震开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对于震中 30~50km 范围内的人来说，要

提供早期预警仍然很困难，因为地震波来得太快了。

美国地质调查局科学家、加州 ShakeAlert 团队成员 Annemarie Baltay

表示，批评者可能会说，地震预警不能向最关键的地区发出警报，但对于

生活在地震多发地区、可能依赖预警系统的人们来说，其仍有重要意义。

例如，外科医生可能不想因为低强度的震动而中断手术室的手术，但肯定

会因为高强度的震动而停止手术，所以医院可能只想得到高强度地震的警

报。相比之下，学校或公共交通系统可能希望对任何地震发出警报，以此

来测试他们的应急反应。因此，这有助于 ShakeAlert管理者思考如何对该

系统进行微调。

来源：How good is earthquake early warning?

https://temblor.net/earthquake-insights/how-good-is-earthquake-early-

warning-10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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