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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尝试利用卫星重力观测资料和震后黏弹性松弛理论研究苏门答腊地区的区域流

变结构, 为更好地认识区域地球动力学环境提供依据. 利用 GRACE 卫星重力资料, 计算了
2004 年苏门答腊 Mw9.3 地震的同震及震后的重力变化. 计算中使用平滑半径为 500 km 的高斯
滤波器. 结果显示苏门答腊 Mw9.3 地震破裂东侧以陆地为主的上盘同震下沉量很大, 造成约
9×10−8 m s−2 的重力下降阶变, 而西侧处于海水下的下盘重力同震上升较小约 2×10−8 m s−2,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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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震后上升较快. 流变结构对岩石的变形有很大的影响, 是地球动力学数值模拟取得可靠科
学结果的基础. 本文尝试了利用卫星重力变化时间序列来反演苏门答腊地区的黏滞性结构;
即基于 GRACE 时变重力场, 利用自重力、黏弹性、平面分层模型模拟了该地震的同震和震后
变形, 并将获得的空间固定点的重力变化与 GRACE 重力场及点位时间序列进行比较, 估计该
地区的黏滞性系数在 1.0×1018 Pa s 的量级, 且断层两侧的流变参数存在差异. 最后结合苏门答
腊区域的构造特点讨论了黏滞性系数的影响因素.

2002 年 3 月发射的 GRACE(Gravity Recovery and
Climate Experiment)卫星, 其目的是提供地球重力场
及其时间变化的精细测量, 以求对地球重力场和地
球自然系统有所发现. 该卫星观测到的重力场变化
主要是由地球流体圈层的质量迁移引起, 也可能由
冰川消退后地幔均衡调整和地震等现象有关的质量
运移造成. GRACE 为测地学、海洋学、冰河学、水文
学和固体地球学的研究带来新的观测途径.
2004 年 12 月 26 日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至
印度安达曼群岛西侧海沟发生的 Mw9.3 地震是过去

40 多年来地球上发生的最大地震, 并引发了破坏力
极强的海啸, 直接造成近 30 万人死亡. 该地震发生
在印度-澳大利亚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俯冲型边界带上,
为浅源逆冲型地震; 地震破裂带的西南侧为分割印
度板块和澳大利亚版块的弥散型边界带; 破裂带东
侧为欧亚板块南部的巽他板块及缅甸小板块. 它是
由于印度洋板块沿着巽他海沟向缅甸小板块下俯冲
过程中积累的应变能突然释放和同时伴生的海底快
速下陷所造成[1]. 根据美国国家地震信息中心(NEIC)
的结果, 地震起始位置为(3.30°N, 95.98°E), 深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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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 km. 地震为单侧破裂, 余震都分布在主震以北,
余震区规模巨大, 长约 1200~1300 km, 宽约 260 km.
而 2005 年 3 月 28 日发生在该地震以南的 Mw8.7 Nias
地震, 震中位置为(2.09°N, 97.11°E), 深度约为 8.6
km, 同样为俯冲型板块边界大地震, 可以认为是苏
门答腊大地震的余震. 苏门答腊 Mw9.3 地震序列产生
了巨大的同震及震后变形, 影响区域非常之大, 为探
索卫星重力观测在地震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难得的
研究机遇.
苏门答腊 Mw9.3 地震发生后, 一些研究者利用不
同的数据和方法提出了这个地震的断层滑动模型.
例如 Ammon 等[2]和 Tsai 等[3]计算的断层滑动模型,
以及 Han 等[4]用到的由 Chen Ji 提供的地震模型. 这
些模型都是利用地震仪记录的地震波形数据反演获
得. 本文模拟计算中用到的为 Hoechner 等[5]利用 GPS
观测资料和 IASP91 地球分层模型反演获得的地震断
层滑动模型(图 1). 该模型模拟的同震位移与地震破
裂远、近场的 GPS 观测结果符合得都非常好; 模型显
示, 地震断层滑动量最大约 23.9 m, 分布在 4°N 和
6°~9°N 位置, 沿破裂带其他区域的滑动量也非常明
显.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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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等[4]给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由重力卫星观测到
的 同 震 重 力 变 化 结 果 . 这 个 结 果 是 利 用 GRACE
level-1B 数据集对 2004 年苏门答腊 Mw9.3 级地震引
起的重力变化解算获得的. 紧随其后有很多研究者
利用不同版本的 GRACE 卫星数据获得了苏门答腊地
震的同震及震后变形, 并初步进行了解释. Ogawa 和
Heki[6]利用 GRACE level-2(Release-1)数据展示了由
苏门答腊 Mw9.3 级地震形成的大地水准面下沉的震
后缓慢恢复; 并认为这是上地幔超临界的水扩散的
结 果 . Chen 等 [7] 利 用 新 发 布 的 GRACE level-2
(Release-4)数据集, 采用去相关和高斯滤波结合的滤
波方法, 以等效水厚度变化的形式获取了苏门答腊
地震的同震和震后质量变化. Panet 等[8]利用球体上的
连续小波分析方法分析了 GRACE 卫星数据, 研究了
苏门答腊 2004 年 Mw9.3 和 2005 年 Mw8.7 级地震引起
的大地水准面变化, 发现震后松弛有两个时间尺度,
讨论认为同震变化由地壳、上地幔岩石密度变化和垂
直位移引起; 震后变化与地幔的黏弹性响应和热的
存在有关.
2004 年苏门答腊 M w 9.3 地震发生前, Sun 和
Okubo[9]对于重力卫星能否检测到同震变化的问题进

苏门答腊 Mw9.3 地震同震位移与断层滑动模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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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研究; 认为大于 M9.0 的剪切型或者大于 M7.5 的
张裂型地震所产生的同震变形(重力或大地水准面变
化)可以被 GRACE 观测到. 这个结论被随后发生的
2004 年苏门答腊 Mw9.3 地震所证实. Pollitz 等[10,11]建
立了黏弹性分层模型模拟了苏门答腊 Mw9.3 级地震
的震后松弛过程, 并且将模拟的同震及震后的变形
效应与 GPS 时间序列进行比较, 理论模拟与观测值
符合较好. 其模型为球对称、可压缩、自重力模型; 弹
性地壳下的岩流圈为 Burgers 体, 剩余的上、下地幔
为 Maxwell 体. Linage 等[12]利用 Groupe de Recherche
en Géodésie Spatiale (GRGS) 和 Center for Space
Research (CSR) Release-04 的数据分别获得了苏门答
腊地震的同震及震后重力和大地水准面变化, 并利
用自重力、弹性球状分层地球模型模拟了同震变化,
利用全球水的模型和通用海洋环流模型调查了它们
对同震及震后变形的影响, 认为这两个因素仅在马
来西亚半岛区域引起几个 10−8 m s−2 的重力偏差.
对于地震引起的震后形变, 其物理机制一直被
受地球物理学家所关注, 随着对震后过程研究的不
断深入, 人们发现震后的调整可能由多种机制共同
作用引起. 就震后形变理论而言有震后余滑、黏弹性
松弛和孔隙中流体调整等理论.
Scholz 等 [13] 收集了日本的资料, 并给出了余滑
随时间衰减所满足的关系式. Sheu 等 [14]在模拟集集
地震震后 3 个月地表形变时考虑了地震所引起的断
裂上 2%的同震位错. 但到目前, 震后余滑理论尚未
统一, 例如 Sheu 等[14]、Deng 等[15]、Árnadóttir 等[16]
的模型在震后余滑位置分布上都有所区别; 而且余
滑持续时间长短也没有定论, 如果所发生时间与余
震类似, 余震势必对其有很大影响, 况且一些地震由
于余震等的影响, 震后最初的测量不是很稳定. 所以
目前震后形变研究中单独考虑震后余滑的情况越来
越少. Melosh 等 [17]认为地震带下方软弱层内震后黏
弹性松弛引起的物质流动会引起较大的地表形变.
震后模拟中比较合理的地球模型是上地壳为弹性介
质, 下地壳和地幔为黏弹介质, Deng 等 [15]用有限元
模 拟 分 析 认为 黏 弹 松 弛比 震 后 余 滑更 好 地 解 释 了
1992 年兰德斯地震后 3.4 年内 GPS 观测到的震后地
表形变, 通过网格搜索认为下地壳黏滞系数为
1.0×1018 Pa s. 此外, 很多研究人员都利用形变资料
和震后黏弹性理论解释震后变形并反演了下地壳的
黏滞性系数. 例如: Sheu 等[14]用 1999 年集集地震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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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3 个月的 GPS 观测数据反演认为下地壳最佳黏滞
系数为 5.0×1017 Pa s; Pollitz 等[10,11]用 2004 年苏门答
腊震后一年的 GPS 观测数反演了区域黏滞性结构;
Lorenzo 等[18]用 1994~1996 年观测资料分析 1960 年
智利大地震震后形变, 所得下地壳和地幔的最佳黏
滞系数为 1.0×1020 Pa s. 震后变形除了震后余滑和黏
弹性松弛机制外, 空隙流体调整也不容忽视. 最典型
的震例为 2000 年冰岛地震, 震后两个月内的地壳形
变用震后余滑和黏弹松弛都不能解释, 模拟和观测
结果差别很大. 只有用孔隙介质模拟流体调整引起
的地表位移和 InSAR 观测结果相吻合, 而且所模拟
的同震和震后孔隙压力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地区的
水位变化 [19]. 此外, Masterlark 等 [20] 认为 1992 年
Landers 震后 4 个月内的震后形变中流体的调整起了
重要作用; Ogawa 和 Heki[6]也利用上地幔超临界的水
扩散来解释 2004 年苏门答腊 Mw9.3 级地震引起的大
地水准面变化. 实际上, 震后变形大都同时含有这三
种机制的共同作用.
本文研究利用的是大时-空尺度的重力数据, 难
以区分讨论这三种震后变形机制, 而仅限于利用震
后黏弹性松弛理论来讨论苏门答腊 Mw9.3 地震的震
后变形, 并利用模拟值和卫星重力观测值来反演区
域黏滞性结构. 流变结构对岩石圈的变形有很大的
影响, 在地球动力学数值模拟研究中, 对黏滞系数合
理的估计是取得可靠科学结果的基础. 经典地估计
岩石流变结构的方法是通过岩石实验与计算来实现,
也有研究者试图利用其他方法, 特别是野外观测资
料来直接反演地壳深部的等效黏滞系数. 由 GRACE
卫星获得的重力时变场为研究岩石流变结构提供了
新的观测途径. 本文利用 GRACE 卫星 Release-04 数
据获取大尺度的苏门答腊 Mw9.3 地震的同震和震后
重力变化, 并利用自重力、黏弹性平面分层地球模型
模拟同震及震后重力变化, 依据模拟值与 GRACE 观
测值的符合程度, 探讨苏门答腊区域的黏滞性系数.
并结合区域构造特点讨论黏滞性系数的影响因素.

1 GRACE 数据处理
地球重力位的球谐函数展开式是研究地球重力
场各种量的基础[21~25]. 自 2002 年 3 月以来, GRACE
卫星已经积累了多年的观测资料. 美国德克萨斯大
学 空 间 研 究 中 心 (CSR) 、 美 国 喷 气 动 力 实 验 室 (Jet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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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ulsion Laboratory, JPL) 和 德 国 地 学 中 心
(GeoForschungsZentrum, GFZ)每月对外公布全球重
力位的球谐函数展开式表达的全球卫星重力场模型.
本研究使用的是 CSR 发布的 Release-04 数据解,
为 60 阶次的正则化每月球谐系数. 该版本与之前的
版本比较, 主要的改进在于: 使用了新的背景重力模
型 GIF22a, 新 的 日 、 半 日 周 期 的 海 洋 潮 汐 模 型
FES2004[26], 以及更新后的基于 IERS2003[27] 的固体
地球极潮模型; 并用基于卫星测高数据的自洽均衡
模 型 SCEQ[28] 来 模 拟 海 洋 极 潮 的 影 响 . 详 细 的
Release-04 数据处理标准见 Bettadpur[29,30]. 大气和海
洋的混淆产物没有被加回 GRACE 重力场, 因此它们
的影响大都被从 GRACE 重力场中去除.
由重力位函数的导数可确定全球一定密度网格
点的每月地球重力, 在此基础上分析卫星重力的时
变. 地球重力位的精度与球谐系数(Clm; Slm)的精度和
空间分辨率有关, l 和 m 分别为球谐系数的阶和次;
而空间分辨率与最大阶数 lmax 有关, lmax 越大分辨率越
高. 目前高阶项的系数(Clm; Slm)通常噪声水平较高,
重力场模型中的高频噪音信号很多, 主要有与卫星
轨道有关的条纹信号. 众所周知, 由于信号的减弱,
GRACE 卫星观测的仅仅是低频重力变化, 高频信号
的精确性是非常低的. 在实际应用当中, 需要利用滤
波器来减弱信号中高频部分的误差. 大量的研究表
明, 高斯滤波 [21,31] 是分析卫星重力数据简单而实用,
且应用最普遍的滤波方法. 近年来, 从事卫星重力技
术及其应用的研究者设计、发展了各自的滤波器或方
法 , 例 如 : 非 各 向 同 性 高 斯 滤 波 器 [32] 、 最 优 化 滤
波[33]、去相关滤波器+高斯滤波[34]、维纳最优滤波[35]、
扇形滤波[36]以及小波分析方法. 随着方法的改进, 滤
波结果的空间分辨率获得提高, 可以区分出一些局
部的变形信号, 也就是获得的高频变形信号增多; 同
时, 不同滤波方法平滑结果的大小和空间分布会有
所区别[7].
本文的目标是利用大尺度的 GRACE 卫星重力
时变场和自重力、黏弹性平面分层地球模型来粗略地
估计并讨论苏门答腊-安达曼地区的黏滞性结构. 由
于 CSR Release-04 数据仅含小于 60 阶次的位模型,
它所含有的最有效地球物理信息是空间半径为 500
km 以上的范围, 去掉地表面的高频扰动之后, 正好
对应于地幔的深度. 一般说来, 滤波半径越小, 其结
果越反映局部变形的高频信息; 滤波半径越大, 其结
776

果越反映大范围, 地球深部的构造信息[37]. 我们的目
的是讨论深度大于 60 km 的地幔黏滞性结构, 因此,
采用平滑半径为 500 km 的高斯滤波是恰当的. 在理
论计算中, 将计算结果与观测值比较时, 也需要应用
同样的滤波器获得相同空间分辨率的平滑结果.

2

苏门答腊 Mw9.3 地震同震及震后重力变
化

2004 年 Mw9.3 地震发生以来, 积累了多年的
GRACE 卫星重力资料. 为了观测其同震及震后重力
场演化, 选取 2004 年 1 月至 11 月的平均重力场作为
比较的基准, 将 2005 年至 2008 年的平均重力场与其
进行差分获得相对重力变化, 计算时不采用地震发
生的 2004 年 12 月份的数据. 这种平均重力场可以有
效地压制降水等周期性季节变化引起的重力变化信
号. 图 2 为经纬度范围为(10°S~20°N, 80°~110°E)的
地球重力场变化, 为与模拟值一致, 计算网格为
0.1°×0.1°.
苏门答腊 Mw9.3 地震前后的平均重力场变化(图
2)显示, 地震破裂东侧巽他海沟以东的安达曼海区域
的重力下降显著, 最大幅度达到−9×10−8 m s−2, 而在
地震破裂西侧巽他海沟以西有一个范围较窄的重力
上升带, 上升最大幅度为 6×10−8 m s−2. 上升带西侧
有一个重力下降幅度最大为−2×10−8 m s−2 的重力下

图2

苏门答腊 Mw9.3 地震前后重力场变化

2005~2008 年平均重力场相对于 2004 年平均重力场变化, 500 km 高
斯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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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区域.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该地震引起的同震和震后重
力变化, 在断层上下两盘, 重力变化较大的区域各选
取一个点 A(4.5°N, 91.5°E)和 B(7.5°N, 97.0°E), 利用
2003 年 1 月至 2008 年 12 月(缺少 2003 年 6 月, 去除
2004 年 12 月的资料)的 70 个月的 GRACE 卫星重力
模型, 在经 500 km 的高斯滤波器滤波后, 获取这两
个点的重力变化时间序列.
在变形较大的主震附近选取有代表性的点来研
究区域震后变形是目前通用的方法[6,7,8]. 这是因为这
个区域的震后变形信号最强, 而背景噪声与地点关
系不大; 故此, 选取这些点能获得信噪比最高的变形
信息. 另外, 点位的变形信号本身是利用半径为 500
km 的高斯滤波器平滑后的结果, 已经能代表一定区
域的变形状态及其变化. 苏门答腊地震为俯冲型板
块边界大地震, 其地震变形在断层两侧形成正负分
区, 而不同于走滑型地震的四象限分布. 在物理机制
上, 由于为同一震源模型引起, 所以同侧不同位置的
变形趋势是属于同一模式的.
时间序列(图 3)显示苏门答腊地震在破裂带两侧
产生的上升和下降重力阶变非常明显, 尤其是在下
沉区域(B 点)达到约−9×10−8 m s−2 比上升区域(A 点)
的约 2×10−8 m s−2 要大很多. B 点重力变化的趋势在地
震前和地震后一直到 2008 年 12 月是基本一致的, 而
A 点的变化趋势在地震前后有着较大的差异, 由震前
的趋势下降变为以较快速率上升, 但在 2007 年 9~10
月份后其变化趋势又发生改变.

3

Mw9.3 地震同震及震后重力变化模拟

本文使用 Wang 等[38]的 PSGRN/PSCMP 程序来
模拟苏门答腊 Mw9.3 地震的同震及震后的变形. 该程
序使用传播算法来计算谱格林函数, 并通过在快速
FFT 变换中使用反混淆技术来获取空间域的格林函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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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计算黏弹性岩体震后变形. 该程序把地震的破裂
面离散成许多离散的点位错, 通过线性叠加的方法
计算同震及震后变形[38]. PSGRN/PSCMP 程序可以对
Burgers 体、Maxwell 体和弹性体等介质本构关系进
行计算. 本计算中的黏性层采用 Maxwell 体, 地球分
层及参数选取(见表 1)参考 IASP91 标准模型 [39] 和
Pollitz 等[10,11]所采用的模型(简称为模型 1).
PSGRN/PSCMP 程序计算的是海底或地表的同
震及震后变形, 计算海底变形时考虑了海水的影响,
为了和 GRACE 观测到的空间固定点的重力进行比较,
利用地面重力变化和空间固定点重力变化的关系 [40],
将模拟的重力变化转换到空间固定点, 而后与观测
值一样采用 500 km 的高斯滤波器进行平滑处理, 获
得可以与 GRACE 观测值相比较的重力变化模拟值.
模拟计算最初尝试了 Han 等[4]中用到的由 Chen
Ji 提供的地震模型和 Hoechner 等[5]利用 GPS 反演获
得的模型. 从模拟的同震重力变化来看, 两个模型计
算结果的大小和空间分布非常一致, 但是利用 Chen
Ji 模型计算的重力变化值要略小于用 Hoechner 等模
型获得的结果, 与 GRACE 观测值偏离略大一些. 震
后的调整可能由多种机制共同作用引起, 并且震后
一段时期内地震断层持续余滑在震后变形过程中起
主导作用, 尤其是震后前 3 个月影响较大, 尔后快速
衰减[14]. 地震波形反演的断层滑动模型, 由于波形数
据的筛选和截取会舍去含有的部分信息, 而且属于
瞬时的地震同震断层活动模型. GPS 反演的模型所使
用 的 是 地 震 前 后 各 几 天 至 十 几 天 的 GPS 观 测 数
据 [5,41], 包含有更长时间的震后余滑影响, 当然它包
含的震后黏弹性松弛以外的其它震后变形机制的影
响也是有限的.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些, 本文的研究最
终选取了 Hoechner 等[5]利用 GPS 反演获得的模型.
图 3 为利用黏弹性分层模型计算的 A 和 B 点的
卫星重力变化时间序列模拟值与实测值的比较. 模
拟的同震重力变化与 GRACE 观测值非常一致, 下盘

苏门答腊-安达曼地区地球分层模型(模型 1)

1

分层厚度
(km)
0~30

每层 P 波速度
(km s−1)
6.35

每层 S 波速度
(km s−1)
3.66

地壳密度
(kg m−3)
2820.0

2

30~60

8.00

4.47

3350.0

3

60~200

8.17

4.51

3400.0

4

200~∞

11.00

6.00

4400.0

分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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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
弹性体
Maxwell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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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η值
(Pa s)
5.0×1017
7.0×1017
1.0×1018
2.0×1018

图3

黏弹性分层模型 1 计算结果与点位时间序列比较

绿色曲线η为 2.0×1018 Pa s, 紫色和红色 1.0×1018 Pa s, 淡蓝色
7.0×1017 Pa s, 黄色 5.0×1017 Pa s; 紫色为加入 Mw8.7 地震模型后的
结果

重力上升最大幅度约为 2×10−8 m s−2, 东侧的上盘重
力下降最大达到−9.1×10−8 m s−2. 震后重力变化的模
拟显示, 该区域的黏滞性系数在 5.0×1017~2.0×1018 Pa
s 之间. 海洋侧的下盘 A 点的重力变化与用较小的黏
滞性系数计算的模拟值符合较好, 尤其是在 2007 年
9 月以前符合很好; 陆地侧的上盘的 GRACE 观测值
在前一年多的变化与用较小一点的黏滞性系数模拟
的结果也较为符合, 但从时间为 4 年的总体重力变化
的符合上, 还是利用黏滞性系数较大的模拟为好.
为了定量判断不同黏滞性系数模拟的理论重力
变化值与 GRACE 观测值的符合程度, 计算震后重力
变化的模拟值与 GRACE 观测值的均方根(RMS)来检
验:

σˆ =

N

∑ Δg
i =1

i
obs

− Δg

i 2
cal

N.

(1)

表 2 是利用公式 1 计算的理论模拟值与 GRACE
观测值之间比较的均方根 RMS, 结果与对图 3 的直
观认识是一致的. 下盘 A 点当η=7×1017 Pa s 时, RMS
值最小, 为 8.73×10−8 m s−2; 而上盘 B 点当η=1×1018
Pa s 时, RMS 值最小为 8.78×10−8 m s−2. 当综合考虑 A
点和 B 点时, 符合得最好的是黏滞性系数为 1×1018
Pa s 时的结果, 此时的 RMS 值最小为 12.5×10−8 m s−2.
778

模拟值与 GRACE 观测值的比较(RMS)
A点
(1×10−8 m s−2)
12.12
8.73
8.90
12.33

B点
(1×10−8 m s−2)
18.51
11.84
8.78
10.14

A 点+B 点
(1×10−8 m s−2)
21.66
14.54
12.50
15.90

上面用到的 Hoechner 等[5]利用 GPS 反演获得的
模型不包括 2005 年 3 月 28 日的 Mw8.7 地震的断层滑
动, 考虑到这个地震对模拟计算结果可能会产生影
响, 我们把 USGS 公布的 Mw8.7 地震的滑动分布叠加
到所用的计算模型中, 由于两次地震相隔仅约 3 个月,
所以把它们统一归到 2004 年 12 月 26 日. 模拟结果
显示, 加入 Mw8.7 地震模型后震后的重力变化没有大
的改变, 仅仅对断层两侧的同震重力变化产生较小
的影响, 使得西侧重力变化增大 0.1×10−8 m s−2、东侧
减小 0.2×10−8 m s−2. 图 3 中的紫色曲线是加入 Mw8.7
地震模型后黏滞性系数为 1×1018 Pa s 的结果, 可以看
出与加入该模型前的结果(红色曲线)差别很小, 两条
曲线几乎重合. 而这两个大地震以南 2007 年 9 月 12
日发生的 Mw7.9 和 Mw8.4 两次强余震的影响则要更
小.
参考 Pollitz 等[10,11]的研究结果, 模拟选取弹性层
厚度为 60 km, 为了探测弹性层厚度的选取对反演结
果的影响, 把表 1 中的弹性层厚度改为 50 km, 弹性
的第 2 层深度变为 30~50 km, 其他所有的参数不变,
该地球分层模型简称为模型 2, 利用加入 Mw8.7 地震
模型后的断层滑动模型获得了同震及震后重力变化.
图 4 为利用模型 1 和模型 2 计算的同震及震后重力变
化, 及它们与实际观测值的比较, 空间分辨率仍然是
500 km. 弹性层厚度改变后对同震重力变化产生了
一些影响, 50 km 厚度时 A 和 B 点的同震重力绝对变
化量相对 60 km 时分别增大约 0.2×10−8 和 0.1×10−8 m
s−2. 对于震后重力变化, 当选取的黏滞性系数相同时,
弹性层较浅时其震后变化速率相应的增大; 而且随
着选取的黏滞性系数减小, 这种变化速率的增加越
大. 尽管如此, 从图 4 可以看出, 反演的黏滞性系数
仍然在 1×1018 Pa s 的量级. 40 km 厚的弹性层结果也
证实了上述认识, 为使图形清晰, 我们没有在图 4 中
绘制其模拟结果.
利用黏滞性系数为 1×1018 Pa s 时的地球模型 1
和 Hoechner 等的模型加入 Mw8.7 地震模型后的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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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模型 1、模型 2 计算结果、重力时间序列比较

绿色曲线η为 2.0×1018 Pa s, 红色和紫色 1.0×1018 Pa s, 淡蓝色
7.0×1017 Pa s; 实线和虚线分别为模型 1 和模型 2 结果

滑动分布, 模拟得到苏门答腊 Mw9.3 地震(包含 Mw8.7
地震)的同震及震后重力场变化(图 5), 采用 500 km
高斯滤波. 图 5(a)为模拟的苏门答腊 Mw9.3 同震空间
固定点的重力变化, 断层东侧下降最大值约为
−9.5×10−8 m s−2, 西侧上升最大值约为 2.1×10−8 m s−2;
与 GRACE 观测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在重力上升的西
南侧区域的重力变化也是下降的, 但量值比观测值
要小一些. 图 5(b)~(e)分别为震后第 1 年~第 4 年的重
力变化, 其中包含同震重力变化. 可以看出震后的黏
滞性松弛使得这一地区的重力处于上升的过程中,
这与 GRACE 观测到的结果在变化趋势上是一致的,
只是模拟量变化的速率要小于观测值. 在震后第 4 年
时的断层下盘重力上升最大达 6×10−8 m s−2, 断层上
盘重力下降最大为−6×10−8 m s−2, 从时间序列上看这
个结果和观测值是符合的. 但 2006 年和 2007 年的模
拟重力变化与 GRACE 观测相比下盘的重力上升幅度
是偏小的.

4

讨论

GRACE 卫 星 观 测 到 的 同 震 重 力 变 化 约 为
−9×10−8~2×10−8 m s−2, 平面、自重力、黏弹性分层模
型计算的同震卫星重力变化为−9.5×10−8~2×10−8 m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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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值与观测值的最大、最小值和空间分布是基本一
致. 虽然采用的是 500 km 的高斯滤波器, 但观测结
果的最大、最小值及重力变化空间上的分布特点与其
他 学 者 [12] 的 结 果 是 一 致 的 , 模 拟 的 同 震 变 化 与
Linage 等[12]用自重力、弹性球状分层地球模型模拟的
结果在分布形态、和最大、最小值的位置等方面是非
常一致的. 海洋侧下盘的同震重力上升幅度较小, 主
要是受海水的影响, 这一点由利用黏弹性分层模型
模拟的空间固定点同震重力变化得到证实. 模拟的
震后重力变化与 GRACE 观测值在变化趋势上是一致
的, 震后变形基本上由震后的黏弹性松弛获得解释.
在 2006 年初至 2007 年底的时段, 断层下盘的重
力上升幅度与观测值比是偏小的, 这可能与这一地
区在 2004 年 Mw9.3 和 2005 年 Mw8.7 地震后断层持续
破裂滑动有关, 该地区的强余震、特别是 7 级以上强
余震频发也表明主震后该地区断层仍持续破裂. 2005
年 3 月 28 日的 Mw8.7 地震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
考虑, 其引起的同震及震后变形是非常之大的, 虽然
与主震相比其影响要小很多, 但理论上应该仍比较
显著. 而利用位错理论计算的结果(图 3)表明 Mw8.7
地震对 A 和 B 点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小于 5%的量值.
其原因在于, Mw8.7 级地震与主震在能量释放上相差
约 8 倍, 其发震位置和主震之间有一定的空间距离,
发震时间离主震较近, 由于 GRACE 观测的为中长波
地球重力场部分, 本文获得的是经过半径为 500 km
的高斯滤波器平滑后的结果, 故此 Mw8.7 地震引起的
低频变形信息淹没在主震产生的变形中, 难以区分
开来, 而且影响较小. 2007 年的 Mw7.9 和 Mw8.4 地震
从能量上均较小, 与 Mw9.3 地震的距离也更远, 理论
计算上其影响也应该较 Mw8.7 地震的小很多. 而且
2007 年两次地震发生的时间在 Mw9.3 地震后的 2~3
年间, 处于黏滞性衰减已经达到信噪比较低的时间
段. 总之, 从位错理论上计算这些余震难以对结果产
生数量级上的影响. 但如引言中所述, 震后变形的作
用机制主要有三种, 除黏弹性松弛外, 还有震后余滑
和孔隙流体调整, 本文研究的为大时-空尺度的卫星
重力资料, 难以讨论这三种机制所起的作用, 而且现
有的震后变形理论模型也难以同时考虑加入余滑和
空隙流体调整的作用. 同时, 卫星观测的重力除了受
地震活动影响外, 还有海洋、大气及全球构造运动的
扰动影响. 本文得到的是一个较为初步的结果, 随着
观测资料的积累、增加以及震后变形理论的发展,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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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模型 1 模拟的苏门答腊 Mw9.3 地震同震及震后空间固定点重力变化
(a) 同震重力变化; (b)~(e) 震后 1~4 年的重力变化, η=1×1018 Pa s

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本文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今后
将要开展的工作.
Hirth 和 Kohlstedt[42]指出, 根据实验室的资料计
算, 在海洋上地幔温压条件下, 黏滞性系数应该在
1×1019 Pa s 量级左右, 在俯冲带附近甚至会更低, 本
文利用 GRACE 重力资料拟合得到的结果为 1×1018 Pa
s 量级与之大体吻合. 小尺度的实验室岩石流变实验
难以全面考虑构造的多样性和影响流变结构的复杂
因素, 其计算方法中包含多种不确定性, 包括岩性、
温度、应变速率、从实验室速率外推到地质变形速率
等诸多因素对确定等效黏滞系数的影响, 其不确定
性可以达到一个数量级 [43,44], 因此往往需要多种方
法旁证. Tanaka 等[45]从谱元法模拟认为 Sumatra 地区
软流层黏滞系数为 1019 Pa s 量级, 而 Cannelli 等[46]
根据重力研究则认为该区软流层黏滞系数低于 1018
Pa s. 我们的结果介于它们二者之间. 因此本研究的
结果与实验室岩石流变实验结果考虑温度和应变速
率的影响后是基本符合的, 与其他研究者根据
780

Sumatra 同震效应得到的结果也是吻合的. 从模拟的
重力变化与 GRACE 观测值的比较中(图 3)不难看出
应变速率对黏滞性系数的影响, 在地震破裂较短的
时间内, 因为应变速率较大, 所以等效黏滞性系数较
小才能模拟符合观测值, 而随着时间的积累, 则较大
的黏滞性系数计算的模拟值与观测值符合得更
好[43,44].
断层破裂的两侧存在壳幔结构的横向不均匀性,
西侧为较薄、形成年代较新的海洋地壳, 东边的陆地
侧形成年代较老, 地壳较厚. 由于温度、岩性、承受
压力上的差异, 海洋板块地幔的黏滞性系数一般较
大陆地幔的黏滞性系数要小 [47]. 本文结果显示的断
层两侧重力变化速率的不一致, 也体现了两侧流变
结构的差异, 海洋侧需要较小的黏滞性系数才能使
得模拟的重力震后变化与 GRACE 观测值一致, 而陆
地侧需要的黏滞性系数则稍大一些. 本文的地球分
层模型中黏滞性层为 60 km 以下, 这个深度应该接近
该区域的海洋岩流圈的顶部 [48], 模型模拟的震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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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变化表现的主要是震后中、上地幔强烈的黏滞性松
弛, 断层两侧流变参数的差异体现的主要是地幔内
热存在的影响. 而对于由中、上地幔物质密度变化引
起的地表重力及空间固定点重力变化, 利用 500 km
的滤波器来获取大空间尺度的结果是非常合适的[49].
估计岩石流变结构的方法除了理论方法和经典
的岩石流变实验外, 利用野外观测资料来直接反演
地壳深部的等效黏滞系数是重要的方法. 利用变形
资料, 尤其是 GPS 观测的位移时间序列, 来反演区域
的黏滞性系数是其中的一种途径. 已有很多学者进
行了这方面的研究[10,11,46,50,51]. GRACE 卫星提供的时
变重力场为讨论岩石的流变结构提供了新的观测途
径, 相对于位移等其他观测量, 只有重力是直接反映
地球内部物质质量分布的物理量, 重力变化也是地
震等事件后地球内部物质密度重新分布的最直接观
测量. 苏门答腊 Mw9.3 地震带来的强烈变形, 及震后
黏滞性松弛, 为利用大空间尺度的 GRACE 卫星时变
重力场反演区域黏滞性系数带来宝贵的观测资料.
基于这一点, 本文尝试了利用卫星重力变化时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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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来反演苏门答腊区域的黏滞性结构, 并得到了合
理的结果, 显示了这一途径可以在未来得到更多的
应用.

5

结论

利用 GRACE 卫星观测资料计算了苏门答腊地
震引起的重力变化, 在 500 km 高斯滤波的空间分辨
率下同震重力变化约为−9×10−8~2×10−8 m s−2. 初次
尝试了基于 GRACE 卫星重力时间序列对区域黏滞性
系数的反演. 利用大空间尺度的 GRACE 卫星重力时
间序列和自重力、黏弹性、平面分层模型粗略地反演
了苏门答腊—安达曼地区的黏滞性系数, 认为该区
域的黏滞性系数在 1.0×1018 Pa s 的量级, 并且断层两
侧岩流圈存在流变参数的差异, 海洋一侧低于大陆
一侧, 震后高应变率时黏滞系数偏低, 一、二年后应
变速率降低而等效黏滞系数偏高. 应用大的逆掩地
震同震和震后重力观测资料推断地幔黏滞系数是一
种可行的方法, 有望今后得到更多的应用.

德国 GFZ 的汪荣江教授为本研究提供了 PSGRN/PSCMP 程序, 并在模型计算中给予指导; 中国地震局地震
预测研究所顾国华研究员和邵志刚博士在 GRACE 数据处理和震后形变讨论中给予了帮助, 在此一并致谢.
非常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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