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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青海玛多犕７．４地震发震断裂的典型同震

地表变形与晚第四纪断错累积及其区域构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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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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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震断裂的最新一次地震同震变形和晚更新世以来的变形历史是约束发震断裂强震变形行为的基础数据，

是认识发震断层上地表破裂型地震的复发特征、评估地震危险性的关键数据，对深刻理解发震断裂演化历史和区

域构造空间演化与动力学具有重要意义．２０２１年玛多犕７．４地震为青藏高原内巴颜喀拉块体活动构造及其强震研

究提供了一个机会．本文利用大疆 Ｍ３００ＲＴＫ无人机搭配Ｐ１相机对５个典型观测点进行厘米级分辨率和精度的

航空摄影测量和野外调查，详细定量解析了典型破裂特征，通过地貌填图和变形地貌测量分析了晚第四纪以来断

错地貌记录的位移累积特征．根据破裂组合特征、同震变形量变化和几何结构，２０２１年玛多犕７．４地震发震断裂江

错断裂同震破裂分为朗玛加合日段、野马滩段、拉木草—东湖段和朗玛哦尔—昌麻河段，整个地震事件是一次跨越

四个断裂段的级联破裂过程．朗玛加合日段以左旋走滑变形位移为主兼具正断倾滑，倾滑量可达０．６１±０．０３ｍ．野

马滩段以左旋走滑变形为主兼具逆断倾滑，在野马滩西观测点倾滑量可达０．３１±０．０４ｍ，左旋走滑量达到２．８３±

０．１３ｍ，江错西观测点仍然有１．９７±０．０８ｍ的左旋水平位移．朗玛哦尔—昌麻河段在朗玛哦尔附近左旋水平位移

达到３．５５±０．２４ｍ，而在昌麻河河谷和阶地上仍然存在０．５～１．２ｍ的左旋位移．在本次地震地表破裂西段三个观

测点都观察到江错断裂的晚更新世或全新世地表累积变形，并且可能控制了黄河乡以西晚更新世以来盆山边界．

根据野马滩西观测点的累积位移和地貌年代估计，地震复发周期２１００～２５００年，左旋走滑速率１．１～１．３ｍｍ·ａ－１．

在黄河乡与格波隆格恰阶区以东观测点只记录了本次玛多地震地表破裂变形．江错断裂在２０２１年玛多地震同震

破裂变形可能产生了一次向东的最新扩展，从格波隆格恰扩展到昌麻河以东．综合地表断裂组合、深部结构特征、

构造动力学条件，我们认为以东昆仑断裂带阿尼玛卿挤压阶区到玉树—甘孜—鲜水河断裂带甘孜拉分阶区一线为

界可以将巴颜喀拉块体划分为两个次级的块体．两个次级块体的边界带可能存在２ｍｍ·ａ－１的挤压变形，但可能

仍然处于巴颜喀拉块体改造破坏的早期阶段，其动力学机制和深部构造值得进一步探讨．２０２１年玛多地震地表破

裂显示，江错断裂向东已经切割了前人所标识的玛多—甘德断裂．巴颜喀拉块体西部次级块体内发育近平行的西

藏大沟—昌麻河断裂、玛多断裂、甘德南断裂、达日断裂以及昆仑山口—江错断裂等，这些断裂仍然需要进一步的

定量化运动学和古地震学研究来评估地震危险性．

关键词　２０２１年玛多地震；同震地表破裂；累积断错；巴颜喀拉块体；区域构造；块体改造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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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发震断裂的晚第四纪变形被认为是断裂长期交

替发生地表破裂型地震的同震变形和间震期蠕滑或

闭锁的累积变形结果（Ｚｉｅｌ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Ｋｌｉｎｇ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单次地震同震变形与发震断裂长期

变形及多个地震周期变形累积的关系是古地震和强

震复发规律研究的关注焦点，也是判断发震断裂新

生性、区域构造应力场变化、区域构造格局变化的关

键地质证据．由于基于地质记录的古地震研究受到

数据时空分辨率的限制，目前对倒数第二次及更老

的地表破裂型地震变形的时空分布只能进行低空间

分辨率的分段性研究等（冉勇康和邓起东，１９９９；刘

静等，２００７；冉勇康等，２０１８）．而近年发展的基于高

分辨率地形的断错地貌统计分析古地震事件与位错

累积方法，虽然可以获得多次古地震的位移空间累

积分布，但是对级联破裂和单次事件的区分仍然存

在困难（Ｚｉｅｌ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Ｋｌｉｎ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Ｋ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并且受到地貌改造的极大影响

（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高空间分辨率的最新一次地震

同震变形是约束发震断裂同震变形行为的理想数据

（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徐锡伟等，２０１０）．

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测定，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２日２

时４分，在青海玛多发生犕７．４大地震，仪器震中位

置（３４．５９°Ｎ，９８．３４°Ｅ），震源深度１７ｋｍ（图１）．震

源机制研究显示，该地震发震断层对应的节面为走

向２８１°，倾角８８°，滑动角１°，近乎左旋走滑破裂（张

?和许力生，２０２１）．Ｉｎｓａｒ观测和野外初步调查显

示，地震发生于昆仑山口—江错断裂的鄂陵湖—江

错—昌麻河段（江错断裂），产生约１６０ｋｍ长的同

震地表破裂（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２；Ｊｉｎ

ａｎｄＦｉａｌｋｏ，２０２１；Ｒ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ＷａｎｇＳｅｔａｌ．，

２０２２；李智敏等，２０２１；潘家伟等，２０２１）．整个地震

地表破裂带具有显著的分段性，初步野外调查研究

中根据破裂的几何结构学者将其分成四个大的段落

（李智敏等，２０２１；潘家伟等，２０２１）．深入探讨各个破

裂段的同震地表破裂行为和特征及其在晚第四纪的

断错累积行为，有助于认识该发震断层的地表破裂

型地震的复发特征，对深刻理解江错断裂演化历史

和巴颜喀拉块体区域构造空间演化与动力学具有重

要意义．结合２００１年昆仑山口西地震以来巴颜喀拉

块体及其周边的地震活动，研究玛多地震发震断裂

的演化历史及其与巴颜喀拉块体区域构造和动力学

的关系对评估区域地震危险性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邓起东等，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徐锡伟等，２０１４，２０１７；詹

艳等，２０２１）．

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对发震断裂破裂段

的典型地点进行高空间分辨率、高精度的无人机航

空摄影测量和野外调查，详细定量解析典型破裂特

征，通过地貌填图和变形地貌测量分析晚第四纪以

来断错地貌记录的断错位移累积特征，进而对比不

同断裂段同震破裂特征和断错累积的特征和差异，

分析作为玛多犕７．４地震发震断裂的江错断裂的空

间演化特征．

１　玛多犕７．４地震地表破裂概况及其

地质地貌背景

从２００１年昆仑山口西犕８．１地震以来，在巴颜

喀拉块体的周缘边界断裂带发生了一系列７级以

上的地表破裂型地震（图１ａ）．研究者已经关注到

巴颜喀拉块体的整体活动性，并提示出块体边界断

裂的强震危险性（邓起东等，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徐锡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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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ａ）巴颜喀拉块体位置；（ｂ）西部地区活动断裂（据邓起东等（２００７）和徐锡伟等（２０１６）修改）；

（ｃ）２０２１年玛多犕７．４地震地表破裂与地质地貌展布

黑箭头指示破裂分段边界；白圈为１９９７年以来犕７以上地震时间和震级；ＤＲＦ：达日断裂；ＥＬＳＦ：鄂拉山断裂；ＧＤＮＦ：甘德南断裂；ＫＦ：东

昆仑断裂；ＫＪＦ：昆仑山口—江错断裂；ＭＤＦ：玛多断裂；ＴＴＨＦ：通天河断裂；ＷＱＦ：五道梁—曲麻莱断裂；ＷＹＦ：乌兰乌拉湖—玉树断裂；

ＸＣＦ：西藏大沟—昌麻河断裂．

Ｆｉｇ．１　（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ｙａｎＨａｒｂｌｏｃｋ；（ｂ）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ＢａｙａｎＨａｒｂｌｏｃｋ（ａｆｔｅｒＤ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ｃ）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ｔ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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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ＹＦ：ＷｕｌａｎｗｕｌａｈｕＹｕｓｈｕｆａｕｌｔ；ＸＣＦ：ＸｉｚａｎｇｄａｇｏｕＣｈａｎｇｍａｈｅｆａｕｌ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巴颜喀拉块体北边界为左旋走滑性质

的东昆仑断裂带，２００１年昆仑山口西犕８．１地震沿

东昆仑断裂大洪沟以西段破裂（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１９３７年花石峡犕７．５地震和１９６３年阿拉克湖犕７．０

地震则分别破裂了阿拉克湖—托索湖段、下大武段

和秀沟—阿拉克湖段（青海省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

地壳应力研究所，１９９９）．西大滩—东大滩段和玛

沁—玛曲段被认为是具有高强震危险性的两个地震

空段．东昆仑断裂在阿尼玛卿山挤压弯曲以西保持

稳定的１１ｍｍ·ａ－１走滑速率，然而向东逐渐减小并

延伸直到塔藏断裂（ＶａｎｄｅｒＷｏｅ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Ｋｉｒｂ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李陈侠等，２０１１）．巴颜喀拉块

体的南西边界断裂带同样是一条规模巨大的左旋走

滑断裂带，由乌兰乌拉湖—玉树断裂、发生２０１０年

玉树犕７．１地震的甘孜—玉树断裂和鲜水河断裂组

成（邓起东等，２００７，徐锡伟等，２０１４，２０１６）．最大滑

动速率超过１０ｍｍ·ａ－１（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Ｃｈｅ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巴颜喀拉块体的南

东边界是包括龙日坝断裂带、龙门山断裂带和岷江

断裂带在内的一个大的变形带，２００８年汶川犕８．０

地震发生在龙门山逆冲断裂带（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闻

学泽等，２０１１）．

２０２１年玛多犕７．４地震并没有发生在人们更

加关注的巴颜喀拉块体边界断裂带上，昆仑山口—

７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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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错断裂作为该地震的发震断裂，是巴颜喀拉块体

西部地区一系列近平行活动断裂中的一条．这些近

平行的活动断裂包括西藏大沟—昌麻河断裂、玛多

断裂、昆仑山口—江错断裂、甘德南断裂、达日断裂、

五道梁—曲麻莱断裂（图１ｂ，张裕明等，１９９６；邓起

东等，２００７；熊仁伟等，２０１０；徐锡伟等，２０１６；梁明剑

等，２０２０）．其中达日断裂在１９４７年地震中产生７０ｋｍ

长的地表破裂（梁明剑等，２０２０），甘德南疑似存在约

５０ｋｍ的地震地表破裂带（熊仁伟等，２０１０），而昆仑

山口—江错断裂最西段在２００１年昆仑山口西犕８．１

地震中产生１１２ｋｍ长的地表破裂（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玛多地震地表破裂区及巴颜喀拉块体西部地区

在地貌上属于昆仑山和巴颜喀拉山之间黄河源区的

低起伏高原，山地起伏不大，山间被冰水堆积、湖泊

堆积、冲洪积等充填，发育湖泊和沼泽，甚至沙漠（图

１ｂ，１ｃ），被认为在晚更新世黄河切穿多石峡前是一

个大湖盆（程捷等，２００５；朱大岗等，２００９；韩建恩等，

２０２０），其后湖泊退缩及发育河流阶地（韩建恩等，

２０１３；赵卿宇等，２０１９）．湖相地层堆积研究显示，黄

河源区在６．２～６．６ｋａ和２．１～２．３ｋａ存在显著的

温度和湿度等气候变化（Ｈｅｒｚｓｃｈｕ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王

庆锋等，２０１７；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２１），可能与最新的两

级冲洪积阶地的形成对应．以此对比强烈的是，阿尼

玛卿山—甘德近南北向一带发育的是高起伏的山

地，再往东的巴颜喀拉块体东部地区又是地形起伏

很低的若尔盖盆地，这种地貌格局是区域构造气候

相互作用的结果（Ｓｔｒｏｅｖ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Ｎｉｃｏｌｌ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为地震地表破裂等构造变形提供了记录载体．

２０２１年玛多地震震中位于黄河乡附近，向两侧

破裂，西至鄂陵湖南侧，东达昌麻河乡东侧河谷．野

外调查显示，地震沿江错断裂鄂陵湖—江错—昌麻

河段形成四个相对连续的地表破裂段（图１ｃ），地表

破裂带由一系列剪切裂缝、张裂缝、挤压鼓包等破裂

单元组成，同震位移在相对连续的破裂段内又呈现

空间上多个位移量的峰谷分布．四个破裂段之间存

在比较大的空段，地表表现为比较宽的重力裂缝带、

砂土液化带等．虽然野外调查显示地表破裂具有明

显的分段性、同震位移空间变化显著，但是卫星形变

测量和余震分布显示玛多地震的地表变形比较连续

地集中在较窄的变形带内（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Ｈｅ

ｅｔａｌ．，２０２２；王未来等，２０２１；徐志国等，２０２１）．

根据地震地表破裂几何结构、地质地貌特征，

２０２１年玛多地震地表破裂可以以震中附近黄河乡

与格波隆格恰阶区分为两个大的段落（图１ｃ）．该阶

区左行左阶斜列，是一个阶距约３ｋｍ的拉张阶区，

形成以沼泽为特征的山间盆地，发育大量的砂土液

化裂缝带．黄河乡以西地表破裂带（图１ｃ中 Ｗ 段）

展布于三叠系基岩山与第四系堆积盆地边界，而格

波隆格恰以东地表破裂带（图１ｃ中Ｅ段）切割三叠

系基岩山和山间谷地．地表破裂最西段（朗玛加合日

段，图１ｃ中 Ｗ１段）以近东西走向在鄂陵湖南沿断

层谷地南侧分布，西端到达（９７．６２°Ｅ，３４．７５°Ｎ），长

约２５ｋｍ．进入野马滩盆地后，野马滩段（图１ｃ中

Ｗ２段）沿盆地北部边界几乎连续展布到江错附近，

长约２０ｋｍ，在江错到黄河乡一段则没有观测到有

明显断错位移的地表破裂．格波隆格恰以东，在拉木

草至东湖段（图１ｃ中Ｅ１段）可以看到连续的断裂同

震变形形成的地表破裂切过山坡和沟谷，长约

２３ｋｍ，东部延伸到沙漠中．朗玛哦尔—昌麻河段

（图１ｃ中Ｅ２段）同样切割基岩山地、山间盆地和昌

麻河谷，最东到达（９９．２５°Ｅ，３４．５０°Ｎ），长约２５ｋｍ，

在其南侧还有一个分支，破裂特征与此破裂带类似，

但变形更小．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

在野外地震地表破裂区域调查结果的基础上，

我们选取典型破裂段进行重点观测分析，分别为朗

玛加合日破裂段（Ｗ１）朗玛加合日观测点、野马滩破

裂段（Ｗ２）野马滩西观测点和江错西观测点、朗玛哦

尔—昌麻河破裂段（Ｅ２）朗玛哦尔观测点和昌麻河

观测点（观测点位置见图１ｃ），拉木草—东湖段（Ｅ１）

与朗玛哦尔—昌麻河段（Ｅ２）朗玛哦尔观测点地貌、

破裂及断层发育特征类似．在观测点开展无人机航

空摄影测量获取地形数据用于同震变形和累积断错

测量，在野外确认地表破裂特征和地貌特征．

我们采用大疆 Ｍ３００ＲＴＫ无人机进行破裂带

及断错地貌航空摄影，搭载具有４５百万像素的禅思

Ｐ１相机，配置３５ｍｍ镜头．航飞摄影过程中采用大

疆ＤＲＴＫ２移动站进行实时差分定位（ＲＴＫ），标称

照片定位精度为水平１ｃｍ＋１ｐｐｍ（百万分之一）和

垂直１．５ｃｍ＋１ｐｐｍ．航空摄影的航向重叠率

７２％，旁向重叠率５５％．其中，朗玛加合日和野马滩

北观测点采用智能摆动模式五角度倾斜摄影，其他

三个观测点采用常规垂直下视摄影．室内用Ａｇｉｓｏｆｔ

Ｍｅｔａｓｈａｐｅ进行三维建模获取正射影像（ＤＯＭ）、数

字高程模型（ＤＥＭ）和点云．各观测点无人机航空摄

影航高、地面分辨率、范围大小和建模误差见表１．

８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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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五个观测点的无人机航空摄影参数与建模误差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犝犃犞狆犺狅狋狅犵狉犪犿犿犲狋狉狔犪狀犱

犿狅犱犲犾犲狉狉狅狉狊犳狅狉狋犺犲犳犻狏犲狊犻狋犲狊

观测点
航高

／ｍ

面积

／ｋｍ２
地面分辨率

／ｃｍ

水平误差

／ｃｍ

垂直误差

／ｃｍ

朗玛加合日 １５１ ０．４８ １．８０ ０．９ ０．９

野马滩西 １３９ ０．４５ １．６７ ０．８ １．１

江错西 ２７３ ２．１９ ３．１６ ０．５ １．５

朗玛哦尔 ２４２ ０．９９ ２．８３ １．０ １．３

昌麻河 ２７２ １．３７ ３．１５ ０．８ １．１

　　在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获得的ＤＯＭ 和ＤＥＭ

基础上，我们对同震变形形成的裂缝、鼓包等地表破

裂地貌以及电线杆、围栏桩等特征地物进行识别，对

晚第四纪地貌进行综合解译．我们提取电线杆、围栏

桩、断错地貌界线等特征地物坐标，进行同震水平位

移和地貌累积水平断错测量．利用ＤＥＭ 数据，在不

同级别地貌面上选取剖面位置生成地形剖面，测量

同震垂直位移和地貌面累积垂直断错．

２０２１年玛多犕７．４地震以左旋走滑同震变形

为主，局部存在垂直位移，地表破裂带宽可达２０ｍ．

横跨破裂带的线性地物是测量同震水平走滑位移的

常用标识，如冲沟、车辙等，但并不能完全确定震前

这些标识在宽达十余米范围内保持直线状，而往往

存在弯曲，给变形测量带来不同程度的不确定度．水

泥道路等作为水平走滑断错标识在地震过程中极易

受震动与底层脱离，以此为标识测量的变形难以代

表真正的同震变形．通讯线路电线杆和牧场围栏在

建设过程中往往保持比较严密的直线分布．我们在

野马滩北观测点、江错北观测点和朗玛哦尔观测点

都发现有横跨地震地表破裂带的直线型分布的通讯

线路或牧场围栏．在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的正射影

像中识别电线杆和围栏桩位置，对破裂带两侧电线

杆和围栏桩线性拟合．拟合误差可以判别其直线性．

在破裂带两侧紧邻的电线杆或围栏桩测量其到对侧

拟合线的垂直距离，进而根据线路和破裂带走向的

夹角关系，换算得到沿破裂带走向的两个同震水平

走滑位移量．以两个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跨过通讯

线路和围栏的水平位移，两个测量值与平均值的标

准差作为水平位移的误差．对于地貌界线记录的累

积走滑位移，我们直接从提取的线性地貌边界中沿

断裂走向进行量取，如阶地坎位移等．

对于垂直位移，我们利用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

获得的ＤＥＭ，跨地表破裂带和断裂生成地形剖面，

分别在断坎上下两侧对地表地形线进行直线拟合，

在断坎变形带上下分别测量两条拟合线的垂直距

离，以其平均值作为垂直位移量，两个观测值与平均

值的标准差作为垂直位移的误差值．

３　观测结果

３．１　朗玛加合日

朗玛加合日段（Ｗ１）同震地表破裂展布于近东

西向谷地的南侧（图１ｃ、图２ａ），江错断裂同震左旋

水平运动为主，兼具少量倾滑，可见低角度侧伏的擦

痕（图２ｂ），破裂单元包括挤压鼓包（图２ｃ）和拉张裂

缝（图２ｄ）．

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获得的正射影像（ＤＯＭ，

图３ａ）和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图３ｂ）显示，由一系

列鼓包和裂缝组成的同震破裂带宽数米（图３ａ、３ｂ、

３ｃ、３ｅ），在小的阶区可以宽达３０～５０ｍ（图３ａ、３ｂ、

３ｄ）．在一条跨破裂带的地形剖面ＬＪ１上（图３ｃ）可

见，坡度为０．８４°的平缓堆积上存在一个陡坎，同震

鼓包隆起叠加在震前已经存在的断层陡坎上，陡坎

累积的垂直位移量为１．３２±０．０６ｍ，在本次同震形

成鼓包前，还存在一个被侵蚀削缓的陡坎（坡度

１．４４°），但是陡坎范围达到６０ｍ．在一条跨阶区的

地形剖面ＬＪ２上（图３ｄ），同样可以看到坡折和陡

坎，陡坎上侧地形坡度１．０９°，陡坎下侧地形坡度

０．７９°，陡坎坡度４．１５°，宽约５０ｍ．本次地震产生的

一系列裂缝主要发育在陡坎下部，震前存在一个更

老的断层陡坎，断坎累积的垂直位移达到２．５８±

０．１５ｍ．而另一条地形剖面ＬＪ３上（图３ｅ），陡坎较

窄，宽度只有约１５ｍ，坎上地形坡度１．２１°，坎下坡

度１．７６°，陡坎坡度２．２８°．断层陡坎记录了０．５２±

０．０２ｍ的垂直位移，２０２１年玛多地震产生的裂缝

同时有约０．２６ｍ的同震垂直位移．切割三个不同

破裂组合单元的地形剖面显示，在此观测点，断裂变

形包括本次玛多地震和更早一次古地震事件，推测

单次地震倾滑垂直位移在上述三个剖面分别为

０．６１ｍ、１．２９ｍ和０．２６ｍ．考虑到ＬＪ２剖面跨过小

的拉分区，我们认为该观测点典型的同震倾滑量为

０．６１±０．０３ｍ．根据黄河源区晚第四纪地貌发育特

征（Ｓｔｒｏｅｖ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Ｎｉｃｏ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朗

玛加合日段（Ｗ１）所在的断层谷地在晚更新世以来

处于加积充填的状态，冲洪积可能是全新世最新一

次湖退废弃的湖岸地貌面，对应时代２．１ｋａ的气候

向干冷变化（王庆锋等，２０１７），该地貌面记录的比玛

多地震更早一次的地震事件年代应该超过２．１ｋａ．

９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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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朗玛加合日观测点典型破裂

（ａ）地貌与地表破裂斜视照片（镜像南西西）；（ｂ）剪切裂缝及近水平擦痕，镜向南；

（ｃ）挤压鼓包，镜向南西；（ｄ）拉张裂缝，镜向东．

Ｆｉｇ．２　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ｔｔｈｅｓｉｔｅＬａｎｇｍａｊｉａｈｅｒｉ

（ａ）Ｏｂｌｉｑｕ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ｔ（ｖｉｅｗｔｏＳＷＷ）；（ｂ）Ｓｈｅａｒｃｒａｃｋｓｗｉｔｈｓｕｂ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ｌｉｃｋｅｎｓｉｄｅｓ，

ｖｉｅｗｔｏＳ；（ｃ）Ｍｏｌｅｔｒａｃｋ，ｖｉｅｗｔｏＳＷ；（ｄ）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ｒａｃｋｓ，ｖｉｅｗｔｏＥ．

３．２　野马滩西

野马滩段（Ｗ２）同震地表破裂以北西西走向展布

于晚第四纪堆积盆地的北侧边界，偶尔切入三叠系基

岩边缘形成眉脊．在野马滩西观测点，江错断裂及本

次地震地表破裂切割近南北向的沟谷出口，河沟及阶

地坎左旋位移（图４ａ），断裂北盘略有抬升，在阶地上

形成北高南低的断层陡坎和挤压鼓包（图４）．

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获得的 ＤＯＭ（图５ａ）和

ＤＥＭ（图５ｂ）显示，同震地表破裂带宽数米至４０ｍ，

单条裂缝长达数十米，裂缝与破裂带整体走向夹角

４０°～５０°．北盘浅表松散堆积物相对南盘抬升并逆

冲到南盘之上，北盘发育挤压鼓包和拉张裂缝（图

５ｃ）．该点冲沟发育多级阶地，根据气候变化推测一

级阶地和二级阶地之间的阶地坎年代６．２～６．６ｋａ

（Ｈｅｒｚｓｃｈｕ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２１），二级

阶地与三级阶地之间的阶地坎年代１０ｋａ．北北西走

向的阶地坎记录了发震断层长时间尺度的累积位

移，一级阶地（Ｑｈ
ａｐｌ

２
）与二级冲洪积台地（Ｑｈ

ａｐｌ

２
）间的

阶地坎左旋位移约９ｍ，二级冲洪积台地（Ｑｈ
ａｐｌ

２
）与

三级冲洪积台地（Ｑｐ
ａｐｌ

３
）间阶地坎左旋位移约１４ｍ

（图５ｃ）．

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ＤＥＭ 剖面显示，在二级

冲洪积台地上的跨断层地形剖面ＹＭ１上（图６ａ），

坡度约１．１８°的二级冲洪积台地上发育一个宽约１５ｍ

的断层陡坎，断层垂直位移１．５６±０．１１ｍ．在一级

阶地上的跨断层地形剖面ＹＭ２上（图６ｂ），坡度约

２．１５°的一级阶地上震后存在一个宽约１０ｍ 的断

坎，断层陡坎垂直位移０．８２±０．０５ｍ．有一条通讯

线路跨过走向 ＮＷ２９９°的破裂带（部分电杆位置见

图５ａ，５ｃ），通过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获得通信电杆

位置进行线性拟合显示，线路具有很好的直线性，在

断裂两侧走向分别为３４７．５°和３４７．６°，进而以此通

信线路为线性标识，测量得到同震左旋水平位移

２．８３±０．１３ｍ（图６ｃ）．

一级阶地和二级阶地之间的阶地坎位移９ｍ，

与该处本次地震同震左旋位移２．８３ｍ比较，可以

推断该阶地坎形成以来经历了包括２０２１年地震在

内的３次相近震级的地震事件，６．２～６．６ｋａ介于２

个地震复发周期和３个地震复发周期之间，获得地

震复发周期２１００～３１００年．二级阶地和三级阶地之

间的阶地坎位移１４ｍ，与该处本次地震同震左旋位

移２．８３ｍ比较，可以推断该阶地坎形成以来经历

了包括２０２１年地震在内的５次相近震级的地震事

件，１０ｋａ介于４个地震复发周期和５个地震复发周

期之间，获得地震复发周期２０００～２５００年．综合野

马滩西观测点的两个阶地坎地震事件累积，江错断

０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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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朗玛加合日观测点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

（ａ）ＤＯＭ；（ｂ）ＤＥＭ、等高线与地表破裂分布；（ｃ—ｅ）三条剖面反映的地表破裂和断层陡坎（位置见图ｂ）．

红线为同震地表裂缝与断坎．

Ｆｉｇ．３　ＵＡＶ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ｓｉｔｅＬａｎｇｍａｊｉａｈｅｒｉ

（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ｒｔｈｏｐｈｏｔｏＭａｐ（ＤＯＭ）；（ｂ）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ＥＭ），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ｃ—ｅ）Ｔｈｒｅ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ｓｅ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ｇ．ｂ）．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ｃｒａｃｋｓａｎｄｓｃａｒｐ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ｚｏｎｅ．

裂与２０２１年地震震级类似的地表破裂型地震的复

发间隔约２１００～２５００年．根据同震左旋位移量２．８３ｍ

和地震复发间隔２１００～２５００年，获得江错断裂全新

世以来的左旋走滑速率１．１～１．３ｍｍ·ａ
－１，这一估

值与现今ＧＰＳ观测资料估计的滑动速率相当（Ｚｈｕ

ｅｔａｌ．，２０２１）．从上述地形剖面上累积的垂直位移和

对应的累积事件次数分析，单次地震事件产生的逆

倾滑量可达０．３１±０．０４ｍ．

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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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野马滩西观测点地表破裂

（ａ）冲沟左旋走滑位移及一级阶地上的裂缝与断坎，镜向北；（ｂ）漫滩上的挤压鼓包，镜向北．

Ｆｉｇ．４　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ａｔｔｈｅｓｉｔｅｗｅｓｔｏｆＹｅｍａｔａｎ

（ａ）Ｌｅｆ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ｆｆｓｅｔｏｆ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ｒａｃｋｓａｎｄｓｃａｒｐｓｏ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ｔｅｒｒａｃｅ，ｖｉｅｗｔｏＮ；

（ｂ）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ｉｄｇｅｏｎｔｈｅ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ｖｉｅｗｔｏＮ．

３．３　江错西

在野马滩大桥以东，地震同震破裂带斜切到山

坡，在江错西的断裂槽谷、坡积和冲洪积（图７ａ）可以看

到本次地震产生的斜列裂缝组成的破裂带（图７ｂ）．

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获得的 ＤＯＭ（图８ａ）、

ＤＥＭ（图８ｂ）和地貌显示，江错断裂切过山脊和沟

谷，在两个沟谷的西侧分别形成断塞现象，以基岩残

积与坡洪积地貌边界为参考标识，断层左旋水平位

移量分别为６４ｍ和３０ｍ（图８ｃ）．由于残坡积地貌

属于持续改造性地貌面，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年代

约束，只能根据区域地貌演化历史定性确定其形成

于晚更新世泛湖期之后（程捷等，２００５；韩建恩等，

２０２０）．有一条通讯线路跨过走向ＮＷＷ２７５°的破裂带

（电杆位置见图８ａ，８ｃ），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获得通

信电杆位置进行线性拟合显示，线路具有很好的直线

性，破裂带两侧线路走向分别为２９３．５°和２９３．８°，以

此通信线路为线性标识，测量得到同震左旋水平位移

１．９７±０．０８ｍ（图９）．

３．４　朗玛哦尔

江错断裂在朗玛哦尔一带从山间小盆地切过向

东进入山区（图１０ａ），玛多地震同震破裂带朗玛哦

尔—昌麻河段（Ｅ２）在山坡上形成连续的剪切破裂，

左旋断错冲沟（图１０ｂ），在盆地边缘形成较宽的裂

缝带（图１０ｃ），在盆地内则形成具有挤压性质的剪

切裂缝（图１０ｄ）．

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获得的ＤＯＭ（图１１ａ）和

ＤＥＭ（图１１ｂ）显示，同震地表破裂在山坡上宽数米，

在全新世冲洪积盆地边缘分为两支，分别宽约２０ｍ

和１５ｍ，总跨度约６０ｍ．地貌（图１１ｃ）显示，盆地东

缘边界没有明显的左旋走滑断错．一个冲沟沟口堆

积了冲洪积扇，现今冲沟从洪积扇东侧缘下切约

４．５ｍ深，推测该洪积扇形成于全新世早期．洪积扇

侧缘与现今仍在活动的冲沟重叠，没有可靠的水平

断错记录．洪积扇上跨断层的地形剖面ＬＯ（图１２ａ）

显示，破裂带南北两侧洪积扇面坡度分别为９．５９°

和８．７７°，破裂带附近坡度变缓．倾向南西的洪积扇

面上没有观测到倾向南的断坎，可能说明该洪积扇

形成以来直到本次玛多地震发生，并没有累积左旋

水平断错．而跨过走向 ＮＷＷ２７２°的同震地表破裂

带有一条牧场围栏（围栏桩位置见图１１ａ，１１ｃ），无

人机航空摄影测量获得围栏桩位置进行线性拟合显

示，围栏在破裂带两侧具有很好的直线性，走向分别

为２９３．８°和２９３．５°，以此围栏为线性标识，测量得

到同震左旋水平位移３．５５±０．２４ｍ（图１２ｂ）．综合

以上观察，尽管朗玛哦尔观测点一带的同震地表破

裂是朗玛哦尔—昌麻河段最典型、变形量最大的区

段，但是江错断裂在全新世早期以来并没有累积本

次玛多地震之前的地表变形．

３．５　昌麻河

在昌麻河乡附近，同震地表破裂带走向约

ＮＥ７３°，切过河床及两侧多级阶地，整体上由斜列的

裂缝带组成（图１３ａ）．在不同地段又表现各异，在高

台地上由斜列张性裂缝带组成（图１３ｂ），在低台地

上为长达数十米的剪切裂缝（图１３ｃ），在河床上左

旋切过漫滩侧缘（图１３ｄ），左旋位移数十厘米至１．２ｍ

（李智敏等，２０２１）．

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获得的ＤＯＭ（图１４ａ）和

ＤＥＭ（图１４ｂ）显示，同震地表破裂在张裂缝带宽达

３０ｍ，也可表现为不足１ｍ宽的剪切裂缝．破裂带

切过河床漫滩、拔河高度约１ｍ的一级阶地、拔河

２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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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野马滩西观测点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

（ａ）ＤＯＭ；（ｂ）ＤＥＭ及等高线；（ｃ）断错地貌与累积走滑断错．Ｑｈａｐｌ３ ：现代漫滩堆积；Ｑｈ
ａｐｌ
２ ：一级阶地，全新世晚期冲洪积；Ｑｈ

ａｐｌ
１ ：二级

冲洪积台地，全新世早期冲洪积；Ｑｐ
ａｐｌ
３ ：三级冲洪积台地，晚更新世末期冲洪积；Ｑ

ｄｌ：第四纪坡积；十字丝代表电线杆位置；红线为同震

地表裂缝与断坎．

Ｆｉｇ．５　ＵＡＶ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ｓｉｔｅｗｅｓｔｏｆＹｅｍａｔａｎ

（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ｒｔｈｏｐｈｏｔｏＭａｐ（ＤＯＭ）；（ｂ）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Ｑｈ
ａｐｌ
３ ：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

Ｑｈａｐｌ２ ：Ｔ１ｔｅｒｒａｃｅ，Ｌａｔ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ａｌｌｕｖｉｕｍ；Ｑｈ
ａｐｌ
１ ：Ｔ２ｔｅｒｒａｃｅ，Ｅａｒｌｙ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ａｌｌｕｖｉｕｍ；Ｑｐ

ａｐｌ
３ ：Ｔ３ｔｅｒｒａｃｅ，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ａｌｌｕｖｉｕｍ；

Ｑｄｌ：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ｅｌｕｖｉｕｍ；Ｂｌａｃｋｃｒｏｓｓｆｏｒｐｏｌｅｓｏｆｃａｂｌｅｌｉｎ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ｃｒａｃｋｓａｎｄｓｃａｒｐ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ｚｏｎｅ．

高度约８ｍ的二级阶地、拔河高度达２５ｍ的三级

阶地，一级阶地与二级阶地间的阶地坎和二级阶地

与三级阶地间的阶地坎都没有记录到显著的断裂左

旋水平位错（图１４ｃ）．在一级阶地和二级阶地上跨

破裂带的地形剖面上，可以看到二级阶地上没有显

著的垂直位移，而一级阶地上存在约０．３０ｍ的南

盘抬升（图１４ｄ）．与朗玛哦尔观测点相似，尽管该观

测点具有显著的同震断裂变形，但是江错断裂三级

阶地形成以来（晚更新世）并没有累积本次玛多地震

之前的地表变形．

３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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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野马滩西观测点在二级阶地（ａ）和一级阶地（ｂ）上的跨断裂带剖面显示的断坎与垂直断错量

以及跨破裂带通讯线路同震左旋走滑位移量（ｃ）

红线为同震地表裂缝或断层．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ｓａｎｄｃｒａｃｋｓａｔｔｈｅｓｉｔｅｗｅｓｔｏｆＹｅｍａｔａ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Ｑｈ
ａｐｌ
１
（ａ）ａｎｄＱｈ

ａｐｌ
２
（ｂ）；

（ｃ）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ｅｆ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ｆｆｓｅｔｏｆｔｈｅｃａｂｌｅｌｉｎｅ

Ｒ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ｃｒａｃｋｓｏｒｆａｕｌｔ．

图７　江错西观测点断裂槽谷与断错山脊斜视照片（ａ，镜向南东）、同震地表破裂带的斜列裂缝（ｂ，镜向东）

Ｆｉｇ．７　（ａ）Ｏｂｌｉｑｕ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ｔｒｏｕｇｈ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ｒｉｄｇｅｓ（ｖｉｅｗｔｏＳＥ），ａｎｄ（ｂ）Ｅｎｅｃｈｅｌｏｎｃｒａｃｋｓ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ｖｉｅｗｔｏＥ）ａｔｔｈｅｓｉｔｅｗｅｓｔｏｆＪｉａｎｇｃｕｏ

４　讨论

４．１　２０２１年玛多地震的级联破裂特征

综合已经发表的野外调查成果（李智敏等，

２０２１；潘家伟等，２０２１）和我们上述发震断裂同震破

裂分布和变形特征的野外调查，２０２１年玛多地震地

表破裂具有鲜明的分段特征．最西段朗玛加合日段

（Ｗ１）以左旋走滑变形为主，具有正断倾滑，发震断

层可能高角度地向北倾，深部与位于北侧的主断裂

组成花状构造．主断裂从野马滩段向西延伸到鄂陵

湖，但在本次地震中未破裂，有余震分布（王未来等，

２０２１）．野马滩段（Ｗ２）则表现为左旋走滑为主兼具

逆冲性质，发震断层可能是高角度北倾，在江错至黄

河乡只观测到与重力和砂土液化相关的裂缝，没有

显著的断裂变形．拉木草—东湖段（Ｅ１）东西两段都

存在较长的地表破裂空区（图１ｃ），在可观测到的地

表破裂段，从中部东哦附近的大位移张剪性裂缝与

挤压鼓包组合变为东湖附近的稀疏张裂缝组合．而

最东段（Ｅ２）从沙漠分为两支，切过两个山间盆地，

北支一直向东切过昌麻河谷，破裂变形以剪切裂缝

和斜列的张性裂缝为主．

４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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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江错西观测点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

（ａ）ＤＯＭ；（ｂ）ＤＥＭ及等高线；（ｃ）断错地貌与累积走滑断错．Ｑｈａｐｌ３ ：现代冲洪积；Ｑｐ
ｅｌ
３：晚更新世残积；

Ｑｐ
ｄｌ
３：晚更新世坡积；十字丝代表电线杆位置；红线为同震地表裂缝与断层．

Ｆｉｇ．８　ＵＡＶ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ｓｉｔｅｗｅｓｔｏｆＪｉａｎｇｃｕｏ

（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ｒｔｈｏｐｈｏｔｏＭａｐ（ＤＯＭ）；（ｂ）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Ｑｈ
ａｐｌ
３ ：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

Ｑｐ
ｄｌ
３：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ｄｅｌｕｖｉｕｍ；Ｑｐ

ｅｌ
３：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ｅｌｕｖｉｕｍ；Ｂｌａｃｋｃｒｏｓｓｆｏｒｐｏｌｅｓｏｆｃａｂｌｅｌｉｎ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ｃｒａｃｋｓａｎｄｓｃａｒｐｓ．

上述典型观测点获得的发震断裂同震地表变形

量（表２）表明，玛多地震在朗玛加合日段（Ｗ１）除了

报道的１．４～２．９ｍ左旋位移，还存在０．６１±０．０３ｍ正

断倾滑，并叠加在原有的断层陡坎上．而在野马滩段

（Ｗ２）位移典型的观测点，存在０．３１±０．０４ｍ的逆

倾滑，左旋走滑量可以达到２．８３±０．１３ｍ，大于先

前已发表的基于河沟边界测量的位移（潘家伟等，

２０２１；李智敏等，２０２１）．该段到江错观测点仍然有

１．９７±０．０８ｍ的左旋水平位移，但是再向东没有观

察到显著的断裂变形，而是沿山前发育一系列砂土

液化和重力裂缝．拉木草—东湖段（Ｅ１）已报道的地

表位移量不超过１．５ｍ（潘家伟等，２０２１；李智敏等，

２０２１），和卫星大地测量反演结果（Ｃ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２１；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２；ＪｉｎａｎｄＦｉａｌｋｏ，２０２１；Ｗａｎｇ

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２）有一定差异，但是变形量从中间部位

向两侧衰减的趋势还是明显的．朗玛哦尔—昌麻河

段（Ｅ２）获得的最大地表变形位于朗玛哦尔附近，左

旋水平位移达到３．５５±０．２４ｍ，超过先前报道的以

冲沟为标识获得的１．８ｍ的数据（潘家伟等，２０２１），

与震源破裂过程反演的最大位移区域相一致（Ｗａｎｇ

Ｗ Ｍｅｔａｌ．，２０２２）．该段从在昌麻河河谷和阶地上

仍然存在０．５～１．２ｍ的左旋位移，向东逐渐减小

５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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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江错西观测点通讯线路同震左旋位移

十字丝代表电线杆位置；红线示意断层．

Ｆｉｇ．９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ｅｆ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ｆｆｓｅｔｏｆｔｈｅｃａｂｌｅｌｉｎｅａｔｔｈｅｓｉｔｅｗｅｓｔｏｆＪｉａｎｇｃｕｏ

Ｂｌａｃｋｃｒｏｓｓｆｏｒｐｏｌｅｓｏｆｃａｂｌｅｌｉｎ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ｚｏｎｅ．

图１０　朗玛哦尔观测点典型破裂

（ａ）地貌与地表破裂斜视照片（镜像南东东）；（ｂ）冲沟同震左旋断错（镜向南）；（ｃ）宽十余米的同震主破裂带（镜向北西西）；

（ｄ）剪切为主兼具挤压性质的地表破裂（镜向东）．

Ｆｉｇ．１０　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ｔｔｈｅｓｉｔｅＬａｎｇｍａ′ｏｅｒ

（ａ）Ｏｂｌｉｑｕ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ｖｉｅｗｔｏＳＥ）；（ｂ）Ｌｅｆ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ｏｆｆｓｅｔｃｈａｎｎｅｌ，ｖｉｅｗｔｏＳ；

（ｃ）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ｕｐ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ａ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ｅｎｓｏｆｍｅｔｅｒｓ，ｖｉｅｗｔｏＮＷＷ；（ｄ）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ｈｅａｒｃｒａｃｋｓ，ｖｉｅｗｔｏＥ．

至消失．

从上述破裂特征变化和变形量变化表明，２０２１

年玛多地震的整个同震地表破裂带是由四个不同破

裂组合特征的段落组成，在每个段落出现一个变形

量的波峰并向两侧减小，各段之间地表变形出现大

小不一的破裂间断，与卫星大地测量观测和震源破

裂过程反演得到的主要破裂区块具有很好的对应性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２；ＪｉｎａｎｄＦｉａｌｋｏ，

２０２１；Ｗａｎｇ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２），同震地表破裂的分段

性与深部断面上的地震滑移的分块性相对应．玛多

地震破裂时空过程，本次玛多地震由多个子事件级

联破裂形成，可以分为四个子事件，分别对应于深部

的一个地震滑动区块和地表的一个断裂段落．

４．２　鄂陵湖—江错—昌麻河断裂的扩展演化

从江错断裂西段朗玛加合日观测点观察到江错

断裂在全新世湖岸阶地已经累积了上一次地震事件

垂直变形（表２）．在野马滩西观测点和江错观测点

等则观察到江错断裂在晚更新世或全新世以来已经

在地表累积了左旋变形（表２）．除了与累积变形相

对应的断错微地貌，断裂的长期活动也体现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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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朗玛哦尔观测点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

（ａ）ＤＯＭ；（ｂ）ＤＥＭ及等高线；（ｃ）断错地貌与累积走滑断错．Ｑｈａｐｌ：全新世冲洪积；Ｑｈａｐｌ１ ：二级冲洪积台地，全新世早期冲洪积；

Ｑｄｌ：第四纪坡积；Ｔ：三叠系砂岩；十字丝代表牧场围栏桩位置；红线为同震断裂变形产生的地表裂缝与断坎；紫线为滑塌裂缝．

Ｆｉｇ．１　１ＵＡＶ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ｒｔｈｏｐｈｏｔｏＭａｐ（ＤＯＭ）；（ｂ）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Ｑｈａｐｌ：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ａｌｌｕｖｉｕｍ；Ｑｈａｐｌ１ ：Ｔ２ｔｅｒｒａｃｅ，Ｅａｒｌｙ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ａｌｌｕｖｉｕｍ；Ｑ
ｄｌ：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ｅｌｕｖｉｕｍ；Ｔ：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Ｂｌａｃｋｃｒｏｓｓｆｏｒｐｏｌｅｓｏｆｃａｂｌｅｌｉｎｅ；

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ｃｒａｃｋｓａｎｄｓｃａｒｐ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Ｐｕｒｐｌ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ｅｄｆｉｓｓｕｒｅｓ．

表２　五个观测点的同震位移和累积位移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狊犲犻狊犿犻犮犪狀犱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犲犱犱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狊犳狅狉狋犺犲犳犻狏犲狊犻狋犲狊

观测点 断裂段 同震左旋量／ｍ 同震垂直量／ｍ
累积左旋位移 累积垂直位移

位移量／ｍ 时代 位移量／ｍ 时代

朗玛加合日 Ｗ１ － ０．６１±０．０３ － － １．３２±０．０６ ＞２．１ｋａ

野马滩西 Ｗ２ ２．８３±０．１３ － ９ ６．２～６．６ｋａ ０．８２±０．０５ ６．２～６．６ｋａ

１４ ～１０ｋａ １．５６±０．１１ ～１０ｋａ

江错西 Ｗ２ １．９７±０．０８ － ３０ ＜１２ｋａ － －

６４ ＜１２ｋａ － －

朗玛哦尔 Ｅ２ ３．５５±０．２４ － ０ Ｑｈ ０ Ｑｈ

昌麻河 Ｅ２ ～１．２ ～０．３０ ０ Ｑｐ３ ０ Ｑｐ３

７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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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朗玛哦尔观测点跨破裂带的冲洪积台地地形剖面（ａ）和牧场围栏左旋同震位移（ｂ）

十字丝代表电线杆位置；红线示意同震地表裂缝和破裂带．

Ｆｉｇ．１２　（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Ｑｈ
ａｐｌ
１ 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ｓａｎｄｃｒａｃｋｓ；

（ｂ）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ｅｆ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ｆｆｓｅｔｏｆｔｈｅｒａｎｃｈｆｅ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ｓｉｔｅＬａｎｇｍａ′ｏｅｒ

Ｂｌａｃｋｃｒｏｓｓｆｏｒｐｏ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ｅｎｃ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ｃｒａｃｋｓｏｒｒｕｐｔｕｒｅｚｏｎｅ．

图１３　昌麻河观测点典型破裂

（ａ）地貌与地表破裂斜视照片，镜像东；（ｂ）斜列裂缝带，镜向东；（ｃ）剪切裂缝，镜向西；（ｄ）河沟侧缘左旋断错，镜向东．

Ｆｉｇ．１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ｔｔｈｅｓｉｔｅＣｈａｎｇｍａｈｅ

（ａ）Ｏｂｌｉｑｕ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ｖｉｅｗｔｏＥ；（ｂ）Ｅｎｅｃｈｅｌｏｎｃｒａｃｋｓ，ｖｉｅｗｔｏＥ；

（ｃ）Ｓｈｅａｒｃｒａｃｋｓ，ｖｉｅｗｔｏＷ；（ｄ）Ｏｆｆｓｅｔｒｉｖｅｒｂｅｄ，ｖｉｅｗｔｏＥ）．

８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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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昌麻河观测点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

（ａ）ＤＯＭ；（ｂ）ＤＥＭ及等高线；（ｃ）断错地貌与累积走滑断错；（ｄ）跨破裂带阶地面地形剖面．Ｑｈａｌ３：现代河床堆积；Ｑｈ
ａｌ
２：一级阶

地，全新世晚期冲积；Ｑｈａｌ１：二级阶地，全新世早期冲积；Ｑｐ
ａｌ
３：三级阶地，晚更新世末期冲积；红线为同震断裂变形产生的地表裂缝

与断坎；紫线为滑塌裂缝．

Ｆｉｇ．１４　ＵＡＶ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ｓｉｔｅＣｈａｎｇｍａｈｅ

（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ｒｔｈｏｐｈｏｔｏＭａｐ（ＤＯＭ）；（ｂ）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Ｑｈ
ａｌ
１ａｎｄＱｈ

ａｌ
２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ｓａｎｄｃｒａｃｋｓ．Ｑｈ

ａｌ
３：Ｒｉｖｅｒｂｅｄ；Ｑｈ

ａｐｌ
２ ：Ｔ１ｔｅｒｒａｃｅ，Ｌａｔ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ａｌｌｕｖｉｕｍ；

Ｑｈａｌ１：Ｔ２ｔｅｒｒａｃｅ，Ｅａｒｌｙ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ａｌｌｕｖｉｕｍ；Ｑｐ
ａｌ
３：Ｔ３ｔｅｒｒａｃｅ，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ａｌｌｕｖｉｕｍ；Ｂｌａｃｋｃｒｏｓｓｆｏｒｐｏｌｅｓｏｆｃａｂｌｅｌｉｎｅ；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ｃｒａｃｋｓｏｒｓｃａｒｐｓ．

尺度的地貌上．朗玛加合日段（Ｗ１）发育于断裂槽谷

地貌的南侧，野马滩段（Ｗ２）则发育于野马滩北侧的

盆山边界，江错断裂控制了十到百公里尺度的地貌

发育．

在黄河乡与格波隆格恰之间的阶区以东，朗玛

哦尔观测点的全新世冲洪积扇和昌麻河观测点的晚

更新世以来三级河流阶地都只记录了本次玛多地震

地表破裂变形，而没有本次地震之前的晚更新世累

积变形，显示江错断裂在此前可能并没有扩展到格

波隆格恰以东．而从更大尺度的地貌特征看，江错断

裂切过基岩山地和山间盆地，主要表现为线性特征，

沟谷水系系统性偏移并不典型（Ｈ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１）．

江错断裂在朗玛加合日至黄河乡段全新世以来长期

活动的基础上，２０２１年玛多地震同震破裂变形可能

产生了一次向东的最新扩展，从波隆格恰扩展到昌

麻河以东．这种断裂新扩展段与已有断裂在临震形

变场演化和地震前兆信号上也许存在一定的差异，

值得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ａ；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ｂ）．

４．３　巴颜喀拉块体西部地区活动构造格局

基于ＧＰＳ等观测的现今地壳形变资料反演的

应变场显示，从东昆仑断裂的阿尼玛卿挤压阶区到

玉树—甘孜—鲜水河断裂的甘孜拉分阶区存在一个

北北西走向的剪切应变率和旋转应变率变化带

（Ｇ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ＷａｎｇａｎｄＳｈｅｎ，

２０２０），而且主应变轴具有显著差异：在其西侧（即巴

颜喀拉块体西部地区）水平缩短主应变轴走向北东，

水平拉伸主应变轴走向南东；在其东侧（即巴颜喀拉

块体东部地区）水平缩短主应变轴走向东西，水平拉

伸主应变轴走向南北（图１５，Ｇ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ＷａｎｇａｎｄＳｈｅｎ，２０２０）．而活动断裂研究表明，东昆

仑断裂带在阿尼玛卿挤压阶区以西的托索湖段比其

东侧的玛沁段的左旋滑动速率大２ｍｍ·ａ－１（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玉树—甘孜—鲜水河断裂带在甘孜拉

分阶区以东段的鲜水河断裂比其西侧的甘孜玉树断

裂的左旋滑动速率至少大２ｍｍ·ａ－１（Ｗ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巴颜喀

拉块体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南北边界及内部的构

９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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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巴颜喀拉块体及周边区域构造

数据资料参考：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Ｇ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闻学泽等，２０１１；徐锡伟等，２０１４；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Ｗａｎｇ

ａｎｄＳｈｅｎ，２０２０．ＡＲＢ：阿尼玛卿挤压阶区；ＧＰＡ：甘孜拉分阶区；ＢＨＢＥ：巴颜喀拉东部次级块体；ＢＨＢＷ：巴颜喀拉西部次级块体；

ＣＤＢ：川滇块体；ＯＢ：鄂尔多斯块体；ＱＤＢ：柴达木盆地；ＱＴＢ：羌塘块体；ＳＣＢ：四川盆地．

Ｆｉｇ．１５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ＢａｙａｎＨａｒｂｌｏｃｋ

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Ｇ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Ｗａｎｇ

ａｎｄＳｈｅｎ，２０２０．ＡＲＢ：Ａｎｙｍａｑｉｎ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ｂｅｎｄ；ＧＰＡ：ＧａｒｚｅＰｕｌｌａｐａｒｔ；ＢＨＢ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ｕｂｂｌｏｃｋｏｆｔｈｅＢａｙａｂＨａｒｂｌｏｃｋ；

ＢＨＢＷ：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ｕｂｂｌｏｃｋｏｆｔｈｅＢａｙａｎＨａｒｂｌｏｃｋ；ＣＤＢ：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ｂｌｏｃｋ；ＯＢ：Ｏｄｏｒｓｂｌｏｃｋ；ＱＤＢ：Ｑａｉｄａｍｂａｓｉｎ；ＱＴＢ：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ｂｌｏｃｋ；ＳＣＢ：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造动力学条件存在显著的差异．

２００１年昆仑山口西地震之后在跨风火山至昆

仑山一线的ＧＰＳ等震后形变观测显示，巴颜喀拉块

体西部的下地壳粘滞系数比其北侧柴达木盆地要低

四倍，表现出单侧不对称的震后弛豫变形（Ｌｉ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经查穷玛—玛多—花石峡—温泉一线

跨巴颜喀拉块体和东昆仑断裂带的大地电磁剖面显

示，巴颜喀拉块体西部地壳深度１５～３０ｋｍ存在连

续的高导层，被认为存在强烈的变形（詹艳等，

２０２１）．经囊谦—玉树—玛多—温泉一线跨巴颜喀拉

块体及其南北两侧构造带的宽角反射／折射探测剖

面显示，巴颜喀拉块体西部上地壳下部由多个“碎片

化”的高速体组成，而在中地壳存在负速度梯度层和

近水平拆离层（Ｖｅｒｇ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张建狮等，２０１４）．对巴颜喀拉块体玉树—玛多

深地震测线和若尔盖测线对比研究显示巴颜喀拉块

体下地壳从西往东有差异性的改造（嘉世旭等，

２０１７）．深部结构的层析成像研究显示，巴颜喀拉块

体西部地区２７～４５ｋｍ存在与羌塘块体连续的剪

切波异常体、莫霍面深度７０～８０ｋｍ，而东部地区莫

霍面深度６０～７０ｋｍ（范文渊等，２０１５）．这些地壳深

部结构资料可能指示巴颜喀拉块体西部地区深部已

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块体，并且与东部具有差异性．

２０２１年玛多地震地表破裂显示，昆仑山口—江

错断裂已经延伸到昌麻河，切割了前人所标识的玛

多—甘德断裂或玛多断裂．前人报道的资料显示，玛

多—甘德断裂在索合乐以东是全新世活动的（张裕

明等，１９９６；熊仁伟等，２０１０），而玛多—甘德断裂优

云以西段晚更新世以来目前还缺乏活动证据的报

道．但是，玛多断裂在玛多至阿映村东形成谷地，可

能与玛多断裂活动有关（图１ｃ）．因此，玛多—甘德

断裂可能并不是从玛多以北西西走向在昌麻河转为

北西走向地延伸到甘德，江错断裂以北的玛多—甘

德断裂北西段可能是独立的断裂，可以单独命名为

玛多断裂．而江错断裂以南的玛多—甘德断裂南东

段可能在优云以南向北西延伸，与前人命名的甘德

南断裂相连．西藏大沟—昌麻河断裂、玛多断裂、江

错断裂、甘德南断裂、达日断裂等组成了巴颜喀拉块

体西部地区近平行的一系列以左旋走滑为主的断

裂，几乎将巴颜喀拉块体西部地区均匀切割（图

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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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ｂ）．已有报道显示，发生１９４７年达日地震并产生地

表破裂的达日断裂中段和疑似地表破裂的甘德南断

裂索合洛—索合勤段走向上与其东西两侧段落明显

存在弯折，由北西西走向变为北西走向，活动性比两

侧段落更强（熊仁伟等；２０１０；梁明剑等，２０２０）．甘德

南断裂和达日断裂的弯折与东昆仑断裂带的阿尼玛

卿弯折具有同步性．

综合上述地表断裂组合、深部结构特征、构造动

力学条件，我们认为以阿尼玛卿挤压阶区到甘孜拉

分阶区一线为界的巴颜喀拉块体西部和东部地区存

在显著的差异，可以分别划分为两个次级的块体（图

１５）．从甘孜拉张阶区到阿尼玛卿挤压阶区再往北延

伸是具有右旋走滑性质的鄂拉山断裂带（袁道阳等，

２００４），在阿尼玛卿挤压阶区北侧的鄂拉山断裂和甘

孜拉分阶区南侧不存在量级达到２ｍｍ·ａ－１的拉张

构造带．因此，跨阶区两侧的左旋走滑速率差指示巴

颜喀拉块体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地区存在２ｍｍ·ａ－１

的挤压变形，这一变形速率已经比我们获得的江错

断裂的１．１～１．３ｍｍ·ａ
－１滑动速率还要大，也有可

能超过目前还没有滑动速率报道的达日断裂和甘德

南断裂．东昆仑断裂阿尼玛卿弯折段、北西走向的达

日断裂中段和甘德南断裂中段可能是这个变形带上

的一组右阶斜列的构造，并驱动了鄂拉山断裂的右

旋走滑．整个巴颜喀拉块体!

露的沉积建造仍然保

持完整和连续（潘桂棠等，２００７），次级块体边界带目

前还没有发育连续贯通的地表断裂等构造，也没有

完全切割限制已有北西走向构造的延伸，我们认为

这一次级构造边界可能仍然处于巴颜喀拉块体改造

的早期阶段，还没有达到块体完全破坏的成熟阶段．

虽然处于块体破坏的早期阶段，但巴颜喀拉块体东

西分异和破坏的动力学和深部构造可能对理解青藏

高原隆升和扩展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徐锡伟等，２０１４），

仍有待更多的深部地球物理方面的研究探讨．

虽然我们从巴颜喀拉块体东西次级块体划分可

以推测，北西西走向的断裂向东的延伸和活动性可

能被限制在阿尼玛卿挤压阶区到甘孜拉分阶区一线

构成的两个次级块体边界带的西侧或者在边界带两

侧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但是巴颜喀拉块体西部次级

块体内发育的一系列平行断裂（西藏大沟—昌麻河

断裂、玛多断裂、江错断裂、甘德南断裂、达日断裂

等）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定量化运动学和古地震学

研究．昆仑山口—江错断裂在２００１年地震和２０２１

年地震之间属于未破裂段还是具有未知的破裂，是

评价该区强震危险性值得进一步注意的．

５　结论

２０２１年玛多犕７．４地震发震断裂江错断裂同

震变形产生的地表破裂带以黄河乡至格波隆格恰的

阶区分为东西两个大段落．根据破裂组合特征、同震

变形量变化和几何结构，东西两个大的破裂段又可

以分别分为两个次级破裂段，即朗玛加合日段、野马

滩段、拉木草—东湖段和朗玛哦尔—昌麻河段．整个

地震事件是一次跨越四个断裂段的级联破裂过程．

通过野外典型观测点的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朗玛

加合日段以左旋走滑变形位移为主兼具正断倾滑，

倾滑量可达０．６１±０．０３ｍ．野马滩段以左旋走滑变

形为主兼具逆断倾滑，在野马滩西观测点倾滑量可

达０．３１±０．０４ｍ，左旋走滑量可以达到２．８３±０．１３ｍ，

即使到该段可见地表破裂的东部，江错西观测点仍然

有１．９７±０．０８ｍ的左旋水平位移．朗玛哦尔—昌麻河

段在朗玛哦尔附近左旋水平位移达到３．５５±０．２４ｍ，

而在昌麻河河谷和阶地上仍然存在０．５～１．２ｍ的左

旋位移．

在本次地震地表破裂西段，朗玛加合日观测点、

野马滩西观测点和江错西观测点等三个观测点都观

察到江错断裂晚更新世或全新世以来的累积变形，

并且可能控制了晚更新世地貌发育．根据野马滩西

观测点的累积位移和地貌年代估计，地震复发周期

２１００～２５００年，左旋走滑速率１．１～１．３ｍｍ·ａ
－１．

在黄河乡与格波隆格恰阶区以东，本次同震位移显

著的朗玛哦尔观测点和昌麻河观测点只记录了本次

玛多地震地表破裂变形，而没有本次地震之前的晚

更新世累积变形．江错断裂在朗玛加合日至黄河乡

段全新世以来长期活动的基础上，２０２１年玛多地震

同震破裂变形可能产生了一次向东的最新扩展，从

波隆格恰扩展到昌麻河以东．

综合地表断裂组合、深部结构特征、构造动力学

条件，我们认为以东昆仑断裂带阿尼玛卿挤压阶区

到玉树—甘孜—鲜水河断裂带甘孜拉分阶区一线为

界可以将巴颜喀拉块体划分为两个次级的块体．两

个次级块体的边界带可能存在２ｍｍ·ａ－１的挤压变

形，但可能仍然处于块体改造破坏的早期阶段，其动

力学机制和深部构造值得进一步探讨．这一次级块

体边界变形带内的甘德南断裂中段和达日中段的活

动性比其东西两侧更强．２０２１年玛多地震地表破裂

显示，昆仑山口—江错断裂向东已经切割了前人所

标识的玛多—甘德断裂，巴颜喀拉块体西部次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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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发育近平行的西藏大沟—昌麻河断裂、玛多断

裂、甘德南断裂、达日断裂以及昆仑山口—江错断

裂，这些断裂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定量化运动学和古

地震学研究来评估地震危险性．

致谢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２日玛多地震之后，中国地震

局立即成立了由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所、中国地震

局地质研究所和青海省地震局等单位组成的地震科

学考察队赴震区工作，本文是地震科考部分成果．特

别感谢地质所为科考提供指导、支持、关心和帮助的

单新建所长、孙晓竟书记、万景林副所长、何宏林副

所长、李传友主任、蒋汉朝处长、史翔副处长等领导，

也感谢预测所领导的协调指挥和青海省地震局现场

指挥部的关照．感谢现场科考的预测所徐岳仁、李文

巧等、青海省地震局李智敏等、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

灾害防治研究院任俊杰等、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潘家伟等同志的相互支持与帮助．感谢两位匿

名审稿专家和编委老师提出的讨论意见和建议，感

谢编辑老师的支持与帮助．感谢袁仁茂研究员对英

文摘要提出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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