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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川滇地区是中国大陆与周边板块动力传递的关键部

位，而应力状态是探索其动力传递与形变机理的关键参数． 在

川滇地区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应力场研究，不同方法给出了特定

尺度和深度范围的区域应力场信息，但如何充分利用时空分辨

率不一致的多学科应力应变数据，科学处理不同数据的权重，

并提出有效合理的融合方法，得到经得起物理检验的川滇地区

统一构造应力模型，是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总结了近年

来川滇地区应力场研究进展，分析了浅部地应力测量、震源机

制解、b 值、各向异性、高温高压岩石实验、数值模拟等方法优缺

点，从浅部应力场、深部应力场、应力模型三个方面对前人的研

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从不同尺度揭示了川滇区域现今深

浅部应力量值特征、应力方向非均匀性特征，为构建区域应力

模型提供多方面、多尺度的约束，也为川滇形变动力过程与强

震预测研究提供了力学基础资料．
关键词 川滇地区; 应力场; 地应力测量; 各向异性; 震源机制

解; b 值; 高温高压; 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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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chuan-Yunnan area is one of the remarkable
geological regions to study the deformation of active block and its
driven mechanism． The crustal stress is a key parameter for
exploring the geodynamic processes that drive deformation of the
overall study area． Numerous studies of stress field in the Sichuan-
Yunnan area have been carried out and various methods have given
regional stress field information at different scales and depths．
However，how to integrate multidisciplinary stress and strain data
with inconsistent temporal and spatial resolutions and scientifically
assign the weights of different data? To put forward an effective and
reasonable integration approach to obtain a physic-based and self
consistent tectonic stress model in the Sichuan-Yunnan region． This
problem is a key issue that needs to be resolved urgent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tress field in Sichuan-
Yunnan area in recent years，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in-situ stress measurements，focal mechanisms，b
value，anisotropy，experiments on the strength of rock under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s．
Through integrated studies on the shallow stress field，deep stress
filed and stress models，we show the current stress field pattern in
Sichuan-Yunnan region from different scales: (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ess value of the deep and shallow parts: The maximum
horizontal stress value with 0 ～ 2 km in the shallow part of the crust
increases linearly with depth． The strength of granite at a depth of
25 ～ 30 km is very close to the ultimate strength of 10 ～ 20 km in
the Longmenshan rheological structure; ( 2 ) The predominant
azimuth of the maximum horizontal stress shown by the three-
dimensional measured in-situ stress in the shallow crust and the
focal mechanism solution is basically the same，rotating clockwise
from north to south，while The anisotropy shows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direction with 26° N ～ 27° N as the dividing line，
near north-south direction in the north，near east-west direction in
the south．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multi-faceted and multi-scale
constrai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stress models，and also
provide basic mechanical data for the study of the dynamic process
of deformation in Sichuan and Yunnan and the prediction of strong
earthquakes．
Keywords Sichuan-Yunnan area; Stress field; In-situ stress
measurements; Anisotropy; Focal mechanisms; b value; High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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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川滇地区是印度欧亚板块碰撞作用下的挤压强烈变形

区，该区域由马尔康块体、川滇菱形块体，保山—普洱块体和

密支那—西盟块体 4 个一级块体组成，被龙门山( F1) 、鲜水

河( F2) 、安宁河—则木河 ( F3 ) 、丽江—小金河 ( F4 ) 、小江

( F5) 、红河( F6) 等大型活动断裂带切割( 徐锡伟等，2003 ) ，

是中国大陆与周边板块动力传递的关键部位，也是研究大陆

型强震的理想场所． 在印度板块持续东北方向推挤以及缅甸

板块东向俯冲的共同作用下，羌塘、巴颜喀拉、川滇块体东向

挤出，受东部扬子板块的阻挡，呈绕东构造结顺时针旋转特

征，导致川滇区域构造应力场异常复杂( 图 1) ．
川滇地区应力场对于地震科学研究意义重大． 近年来美

国南加州地震中心( SCEC) 在统一加州地震破裂预测模型中

加入了包括断层、应力、应变率、三维密度结构等信息． 借鉴

SCEC 的引领工作，川滇地区应力场研究是中国地震科学实

验场建设里的重要内容，构建应力模型成为地震系统科学研

究的迫切需要，应力模型的最终产品将用于描述川滇区域岩

石圈的 4D 应力张量，并且服务于科学实验场诸多科学问题

的研究，例如更好地理解断层加载过程、为地震动态破裂模

型提供非均匀初始应力场等．
除此之外，油气田、矿山、交通、水利水电等领域的岩土

工程活动需要了解浅层地壳应力状态，在川滇地区也积累了

丰富的地应力数据． 围绕应力数据的研究主要从基础应力数

据库建 设 ( 谢 富 仁 等，2007 ) 、应 力 资 料 搜 集 入 库 与 分 级

( Yang et al． ，2014) 、应力方向平滑 ( Hu et al． ，2017 ) 等方

面展开． 随着川藏铁路以及白鹤滩水电站等重大工程建设的

深入，川滇地区构造应力场研究工作将进一步深入，并积累

更多的应力数据为应力模型提供更多基础资料．
众多学者通过地应力测量( Meng et al． ，2015; Wu et al． ，

2016) 、地质资料分析( 谢富仁等，1993 ) 、剪切波分裂( 高原

等，2018) 、震源资料分析( 阚荣举等，1977; 许忠淮等，1987;

崔效锋和谢富仁，1999; 吴建平等，2004 ) 、以及数值模拟( 张

怀等，2009; 祝爱玉等，2015) 等不同方法，从不同尺度揭示了

川滇及邻区的地应力状态，指出川滇地区应力场存在较强的

非均匀性． 但对川滇地区应力场研究缺乏系统地梳理与总

结．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川滇地区应力场的

研究方法与进展( 表 1) ，包括浅部地应力测量、震源机制解、
b 值、各向异性、高温高压岩石实验、数值模拟等方法，从不

同尺度以及不同深度总结该区域现今状态应力场特征，希望

在此基础上，为认识川滇应力场格局和构建区域应力模型提

供多方面、多尺度的约束．

1 浅部应力场研究

通过水压致裂( HF) 、钻孔崩落( BO) 、断层滑动( GF) 、
套芯解除法( OC) 等方法可以对地表浅部地应力进行测量，

得到地表浅层绝对应力大小和方向，这是目前对地应力最直

接可靠的观测方式．
1． 1 滇西地震实验场地、龙门山断裂带应力测量与研究

早期，李方全和刘光勋等人利用水压致裂和套芯解除方

法，对以云南西部下关为中心的滇西地震预报实验场及其邻

区进行了一系列应力测量( 刘光勋等，1986) ，综合震源机制

解、断层滑动矢量等各种资料，得出滇西区( 丽江、剑川至下

关一带) 最大水平主应力优势方向为 NNW 向，滇西南( 红河

断裂带以西) 为近 NS 向，滇东南区( 小江断裂带南端地区)

为 NW 向，滇东北( 小江断裂北段地区) 为 NWW 向( 图 2b) ．
在 2008 年至 2012 年汶川地震后和芦山地震前，龙门山

断裂带沿线 16 个钻孔的应力数据表明应力场具有明显的分

段特征，最大水平主应力优势方向由北部的 NE 向转向南部

的 NW 向，西南部的宝兴地区在芦山 MS 7． 0 地震前后应力

持续增加，这表明该地区仍存在潜在的地震危险 ( Meng et
al． ，2015; Wu et al． ，2016) ． Feng 等( 2015) 则定量给出了汶

川地震前后震源区的应力变化，北川两处钻孔的最大水平主

应力由震前 17． 73 MPa 和 13． 00 MPa 降至震后的 4． 71 MPa
和 5． 13 MPa，且优势平均方向从地震前的 NW77． 5°，在震后

逆时针旋转了 42． 5°． 而达到千米级的汶川地震断层科学钻

探 1 号孔( WFSD-1) 则揭示了地应力随深度变化的特征，该

孔深 1201． 15 m，最大主应力方向随深度从 NW 向旋转到

NWW 向，优势方位为 N51°W，且在 1173 m 的深度处的最大

主应力的大小约为 35． 3 MPa( Cui et al． ，2014) ．
1． 2 重大工程场址区应力测量与研究

为了能准确掌握工程建设区域的地应力场大小和方向，

前人做了许多服务于工程建设的钻孔分析，李方全和张伯崇

( 1993) 在三峡大坝三斗坪附近的 800 m 钻孔采用水压致裂

方法，测量出最大水平主应力的大小随深度而增加，最大水

平主应力方向在深部为 NW69°． 金长宇等( 2010 ) 在白鹤滩

水电站左、右两岸处钻孔采用水压致裂、深浅孔解除三维地

应力法测量了该地区的初始地应力场，发现由于受到河流侵

蚀和岸坡卸荷等因素影响，从左岸到右岸应力场优势方向由

NWW 向转为 NE 向． 任洋等( 2021 ) 基于川藏铁路雅安—新

都桥段沿线 19 个钻孔地应力实测数据，雅安—泸定段、泸

定—康定段和康定—新都桥段 3 个区段的最大水平主应力

大小随深度线性增大，增加梯度分别为 3． 9 MPa / ( 100 m) ，

2． 7 MPa / ( 100 m) ，3． 6 MPa / ( 100 m) ，其中埋深达到 1300 m
时，雅安—泸定段实测最大水平主应力值大于 51 MPa，且最

大水平主应力向与该区现今构造压力方向一致，以 NW 向为

主． 除了在钻孔里开展传统的水压致裂测量，其他手段也可

以获取更多应力信息，例如，利用超声波井下电视成像获取

钻孔崩落、孔壁诱发张裂缝和玫瑰花瓣线等信息进一步得到

区域应力方向( Zhang et al． ，2017) ．
1． 3 浅部地应力资料集成与综合分析

随着地应力观测资料的不断丰富，谢富仁等( 2007 ) 参

照国际通用标准格式汇集了各类浅部地应力观测资料，初步

建成“中国大陆地壳应力环境基础数据库”，Hu 等( 2017) 根

据应力分级标准对中国大陆地壳应力环境基础数据库的每

条记录进行了整合，这些数据库为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地壳

应力提供了全面而可靠的数据集． 杨树新等( 2012 ) 采用等

深度段分组归纳的方法对以上数据库应力资料进行分析，给

出了中国大陆地壳浅层测量深度范围内的应力量值与方位

特征，其中川滇地区地壳浅部( 0 ～ 2 km) 水平构造应力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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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域( 数据来源于中国大陆地壳应力环境基础数据库)

Fig． 1 Ｒesearch area ( data are from Fundamental database of crustal stress environment in continental China)

范围为，6． 035 ＜ σT ＜ 12． 508D + 6． 035，3． 564 ＜ σt ＜ 6． 509D
+ 3． 564( D ＞ 0) ，其中 D 表示深度，单位为 km，σT、σt 表分别

表示最大、最小水平构造应力，单位为 MPa; 且最大水平主应

力优势方向为 NWW 向( 谢富仁等，2007; 杨树新等，2012;

Yang et al． ，2014; 姚瑞等，2017) ．
图 2 绿色线段是基于中国大陆地壳应力环境基础数据

库绘制的川滇浅部地应力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显示川滇地

区具有明显的分区特征: 四川地区最大主应力轴优势方位为

NWW 向，云南地区最大主应力轴为 NNE 向; 从北至南最大

水平主应力方向呈顺时针转动，由 30°N 以北地区的 NEE
向，沿着鲜水河—安宁河断裂带变为 NW 向，再转到丽江—
小金河断裂带及其南部的 NNE 向，再到云南地区为近 NS 方

向，腾冲火山地区为 NE 向． 上述对川滇应力场研究进展总

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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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川滇应力场研究进展

Table 1 A review of stress field studies in Sichuan-Yunnan region

方法 区域范围 文献来源 进展( SH 表示最大水平主应力，单位为 MPa) 问题

地

表

浅

部

区

域

应

力

场

浅

部

地

应

力

测

量

龙门山

Meng et al． ，2015;
丰成君等，2013

SH 优势方向由北部的北东向转向南部的北西向，且南北端的应力值较
高、中间段的值较低

Wu et al． ，2016 龙门山西南端宝兴地区 SH 方向为北西-北西西向，达到摩擦极限平衡状态

Feng et al． ，2015
北川 SH 由震前 17． 73 MPa 和 13． 00 MPa 降至震后的 4． 71 MPa 和 5． 13
MPa，方向从震前的 NW77． 5°，震后逆时针旋转了 42． 5°

Cui et al． ，2014
映秀—北川断层钻孔1173m 处 SH 为35． 3 MPa，方向随着深度从 NW 向旋转
到 NWW 向，为松潘—甘孜地块向四川盆地挤压提供证据

白鹤滩 金长宇等，2010 白鹤滩水电站从左岸到右岸应力场方向由 NWW 向转为 NE 向

川藏铁路
沿线

任洋等( 2021)
雅安—泸定段、泸定—康定段和康定—新都桥段 3 个区段的 SH 随深度
线性增大，增加梯度分别为 3． 9 MPa / ( 100 m) ，2． 7 MPa / ( 100 m) ，3． 6
MPa / ( 100 m)

川滇
杨树新等，2012;

姚瑞等，2017;
Yang et al． ，2014

地壳浅部的最大水平主应力优势方向为 NWW 向，实测应力数据扣除重力贡
献得到的最大水平构造应力随深度分布规律为 σT =12． 508D +6． 035，其中 D
表示深度，单位为 km，σT 表示最大水平构造应力，单位为 MPa

浅部测量主要在龙
门山断裂和重大工
程展 开，在 川 滇 其
他断 裂 带 较 少，且
千米级的孔较少

地

壳

深

部

应

力

场

震

源

机

制

解

龙门山

Yang et al． ，2018
SH 在龙门山、岷江等区域在横向上有明显的方向旋转，与山的隆起、褶
皱、背斜有很好的一致性，推测可能是由上地壳缩短引起广泛的应力场
方向旋转

Feng et al． ，2020
龙门山断裂带 SH 方向在震前表现出一致的 NW—NWW 向，震后除宝
兴—安县和青川县区域外，在北川—江油段的浅地表 SH 方向由 NWW
向变为 NEE 向，而在拆离层之下的中地壳中应力场方向基本保持不变

云南 Tian et al． ，2019
云南地震震源深度主要集中在地壳下 10 km 内，以走滑断层为主，最大
和最小应力轴都接近水平，最大压缩轴从北向南顺时针旋转，主要为
NW 向

只能给出应力相对
大小 Ｒ 值

各
向
异
性

川滇

石玉涛等，2013;
太龄雪等，2015

丽江—小金河断 裂 把 川 滇 菱 形 分 为 西 北 部 和 东 南 部，且由 北 到 南 由
NWW 向逐渐变为 NE 向

王椿镛等，2014;
高原等，2020

认为以 26° ～ 27°N 为界，XKS 快波方向在 27°N 由近 NS 向急剧变为近
EW 向

横向和垂向分辨率
分别约为 50 k、10 ～
15 km，还有待提高

b 值

龙门山

Zhao et al． ，2019 b 值从汶川地震前 5 年开始缓慢减小，而在地震发生前的 1 年急剧减小

Chen and Zhu
( 2020)

b 值在 2007 年之前的五年保持为1． 25，但在 2007 年11 月下降到 0． 5，到
2008 年 3 月再次增加直至汶川地震发生

小江
断裂带

易桂喜等( 2008) 巧家、东川、宜良和华宁等几个局部地区 b 值高于 1． 0，小江断裂带其余
部分 b 值小于 1． 0，断裂带整体应力水平相对较高

祝爱玉等，2015 小江断裂带整体应力水平相对较低，可能是由于强震释放应变能导致

川滇

刘静伟和吕悦军，
2016

b 值在 0． 4 ～ 2． 4 之间，其中川滇菱形块体的东边界和西南边界为低 b
值区

周海涛等，2017 2008、2013 年川滇地区处于低 b 值时期，2014 年以来，b 值一直处于相对
高值状

b 值仅能指示相对
应力水平

数

值

模

拟

龙门山

李玉江等，2014 2013 年芦山地震对龙门山断裂中南段应力增加有促进作用，最大库仑
应力增加量达 0． 035 MPa

Yue et al． ，2020 龙门山断裂分支结构的映秀—北川断裂和关县—江油断裂组合最有利
于两断层交汇处以下发生应力集中

安宁河
断裂带

祝爱玉等，2015
SH 从 安 宁 河—则 木 河 到 小 江 发 生 顺 时 针 方 向 旋 转，由 NW 向 转 到
NNW 向

云南 Li et al． ，2020
与周围地区相比云南地区地震引起的同震和震后库仑破坏应力变化
( ΔCFS) 明显较大，地震间构造应力加载速率达到 2Kpa·yr － 1，南汀河、
龙陵—澜沧等断层总应力累积显著

川滇 陈连旺等，2008 发生强震的断层应力卸载效应强烈，同时在其他活动断裂带上应力会
加载

对多 学 科、多 尺 度
的应力应变观测数
据的融合使用不够

高
温
高
压
实
验

汶川地震
震源区

周永胜和何昌荣，
2009 二长花岗岩具有很高的破裂强度和摩擦强度

周永胜和
何昌荣，2009;
牛露等，2018

彭灌杂岩中代表性细粒花岗岩在相当于 10 ～ 20 km 的温压条件下，强度
最高达到 800 MPa，接近龙门山流变结构中极限强度

只能对岩石圈应力
状态 的 限 制，仅 给
出差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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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川滇应力场特征( 数据来源于石玉涛等，2013; 孙长青等，2013; 常利军等，2015; 太龄雪等，2015; Hu et al． ，2017;

中国大陆地壳应力环境基础数据库; Yang et al． ，2018; 陈安国等，2019; 高原等，2020)
( a) 深浅部应力方向，绿色线段表示浅部地应力测量结果，紫色线段表示震源机制解，蓝色线段表示 XKS 快波方向，

红色线段表示 S 波 /Pms 快波方向; ( b) 最大主应力优势平均方向，采用倍角技术处理搜集的数据( 魏东平等，2001) ，

并把不同类型的数据取其优势平均方向按照 2° × 2°网格划分绘制．

Fig． 2 Characteristics of stress field in Sichuan and Yunnan( data are from Shi et al． ，2013; Sun et al． ，2013;

Chang et al． ，2015; Tai et al． ，2015; Hu et al． ，2017; Fundamental database of crustal stress environment
in continental China; Yang et al． ，2018; Chen et al． ，2019; Gao et al． ，2020)

( a) Deep and shallow stress direction． Green line segment represents the measurement result of shallow in-situ stress，
purple line segment represents the focal mechanism solution，blue line segment represents the direction of XKS fast wave，

and red line segment represents the direction of S wave /Pms fast wave; ( b) The dominant average direction of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the double Angle technique was adopted to process the collected data，and the dominant

average direc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was divided into 2° × 2° grids and plotted．

2 深部应力场研究

2． 1 震源机制解与应力场研究

震源机制表示地震发生时的力学过程，因此震源机制解

资料很自然地被用于研究构造应力场，且能推断深部应力状

态，早期研究通过震源机制解的优势 P 轴方向来代表最大主

压应力方向( 许忠淮等，1987) ，或用力轴张量法计算平均应

力场( 钟继茂和程万正，2006) ，但本质上震源机制解的 P、B、
T 轴优势方向并不能真正代替断层面的 3 个主压应力轴，所

以在 20 世纪 50 年代 Bott 提出以震源机制解确定滑动矢量

进而反演相应的应力张量，崔效锋等( 2006) 基于 Gephart 等
( 1984) 、Gephart( 1990) 改进的反演方法，认为川滇地区现代

构造应力场具有三个应力区，其主应力方向明显不同． 但这

些研究都受限于震源机制解数据的精度，罗钧等( 2015 ) 通

过 CAP 方法波形拟合求解震源机制解，提高了机制解的精

度，反演了香格里拉中强地震序列．
在震源机制解资料的不断丰富的同时，Hardebeck 和

Michael( 2006) 设计了一种阻尼反演方法，能够利用有限的

数据 将 应 力 张 量 和 震 源 机 制 解 的 误 差 最 小 化，Yang 等
( 2018) 基于西藏东部 2176 条震源机制，通过阻尼线性反演

技术得到了西藏东部上地壳高分辨率的应力场( Yang et al． ，

2018) ，Tian 等( 2019) 利用 287 个永久性和临时性区域台站

记录的宽带波形，得到了 2008 年 1 月至 5 月在云南发生的
627 次 M≥3． 0 级地震的震源机制解，并采用阻尼反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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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该地区应力场的区域变化． 虽然阻尼反演方法能够快速

准确地计算最大主应力方向，但若未正确选择断层面，则形

状比的精度会降低，Vavryčuk( 2014) 利用迭代技术进行了改

善，能确定准确的形状比并为应力场和断层方向提供了更为

可靠的估计，Feng 等( 2020) 就基于此方法利用原地应力和

震源机制资料对龙门山断裂带进行了应力张量反演．
基于中国大陆地壳应力环境基础数据库在川滇地区的

震源机制解数据和反演得到西藏东部上地壳高分辨率的应

力场( Yang et al． ，2018 ) ，绘制的最大主应力方向结果显示

( 图 2) ，大多数区域震源机制解与浅部应力测量结果大体相

吻合，反映地壳不同深度的主压应力作用及地应力构造状态

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2． 2 b 值与应力水平研究

lgN = a － bM 表达式由 Gutenberg 和 Ｒichter( 1944) 提出，

被用来描述震级-频度关系( 简称 G-Ｒ 关系) ，Scholz ( 1968 )

认为其中的 b 值是一个可以反映相对应力水平参数，b 值越

小反映应力水平越高，通过研究大地震之前区域的 b 值趋

势，可以获得地壳应力的演变，通常被认为是有用的地震前

兆信息．
在小江断裂带，易桂喜等( 2008) 计算 b 值结果显示沿该

断裂带除巧家、东川和华宁等附近区域外，b 值都小于 1． 0，

表明应力水平相对较高． 与祝爱玉等( 2015 ) 通过模拟 1327
年以来的强震活动得到的小江断裂带差应力分布特征不同，

该结果表明小江断裂带整体应力水平相对较低．
在龙门山断裂带，Zhao 等( 2019 ) 结合断层的空间分布

和趋势，提出了一种基于断层缓冲区的新算法，该算法可以

使用断层作为基本独立单位来准确计算特定断层的 b 值变

化，并基于此算法研究了四川西部大地震之前的 b 值变化．
结果表明，龙门山主断裂带 b 值从汶川地震发生前 5 年开始

缓慢减小，在震前的 1 年急剧减小( Zhao et al． ，2019 ) ． Chen
和 Zhu( 2020) 也采用了一种新的 b 值计算方法，在忽略汶川

主震震中附近地质结构的前提下，在空间上把该区域均匀划

分为 9 个半径为 50 km 的圆形子区域，在每个子区域执行 b
值的时间映射． 模拟结果显示，在汶川地震发生前的一个子

区域内，b 值在 2007 年之前的五年保持为 1． 25，但在 2007 年

11 月下降到 0． 5，再到 2008 年 3 月再次增大直至汶川地震

发生．
在整个川滇地区，刘静伟和吕悦军( 2016 ) 利用了川滇

地区 1980—2013 年间震级范围为 2． 2 ～ 5． 9 之间的 12924 条

地震目录，采用最大似然法对 b 值进行了精细计算，认为川

滇地区 b 值在 0． 4 ～ 2． 4 之间，其中川滇菱形块体的东边界

和西南边界为低 b 值区． 周海涛等( 2017) 根据时空扫描法统

计了川滇地区 2000 年以来 M ＞ 3 地震 b 值，结果显示在川滇

地区 2008、2013 年为低 b 值期，2014 年以来为 b 值相对高

值期．
2． 3 岩石圈各向异性与应力场特征研究

地球内部各圈层的结构和构造在本质上是不均匀和各

向异性的． 大量观测的波形资料也表明: S 波会在应力作用

下在大量定向排列的 EDA 微裂隙中传播并产生分裂，证明

了地壳和上地幔存在各向异性． 且复杂的断裂构造和应力场

的控制了微裂隙的结构，进而影响 S 波分裂特征，所以深入

研究 S 波分裂参数的动态变化，就可以利用各向异性推断地

壳应力场，进而可用于地震危险性的预测( Crampin，1984; 滕

吉文等，2000; 高原和吴晶，2008) ． 近年众多学者利用不同波

形震相数据对川滇地区不同尺度的各向异性特征进行研究，

其中 S 波、Pms 波震相主要反映地壳各向异性，Pn 波和 XKS
波震相用于上地幔各向异性研究．

川滇地区大部分 S 波偏振优势方向为 NW 向，与青藏高

原物质向东南逃逸的运动方向一致( 罗艳等，2004; 石玉涛

等，2006; 苏伟等，2008) ，而孙长青等( 2013) 认为腾冲地区各

向异性可能受火山下方地幔物质上涌影响，快波方向呈现出

以火山为中心发散状分布． 除腾冲火山区域外，S 波偏振方

向总体上与区域主压应力方向、活动断裂走向一致，同时在

一些地区也显示出分区特征: 丽江—小金河断裂把川滇菱形

分为西北部和东南部，且由北到南由 NWW 逐渐变为 NE 向

( 图 2) ; 在丽江—小金河断裂西边界附近( 26°N ～ 28°N，98E
～ 102°E) S 波优势偏振方向为 NW 向，东边界附近( 26°N ～
30°N，104°E ～ 106° E) 为 NE 向; 红河断裂带以西 ( 24° N ～
26°N，98°E ～ 100°E) 为近 EW 向; 红河断裂带以南( 22°N ～
24°N，100°E ～ 102°E) 为近 NS 向; 小江断裂带与红河断裂带

交汇区( 23°N ～ 25°N，102°E ～ 104°E) 为 NE 向( 石玉涛等，

2013; 太龄雪等，2015) ．
而 XKS 波快波方向显示上地幔各向异性具有明显的南

北分区特征，高原等( 2020) 认为以 26°20'N 为界，XKS 快波

方向在 北 部 为 近 南 北 向，南 部 为 近 东 西 向． 而 王 椿 镛 等

( 2014) 认为 XKS 快波方向在 27°N 由南北向急剧变为近东

西向，各向异性受软流圈流动和岩石圈组构变化影响，在

27°N 以南则以软流圈流动为主( 图 2) ．
2． 4 高温高压下岩石承受最大差应力实验研究

岩石强度是岩石在一定的压力、温度和应变率条件下所

能承受的最大差应力( 陈顒，1988) ，不同深度的岩石可用破

裂强度、摩擦滑动强度、流变强度来描述，并可用来推断地壳

应力场的取值范围，给出应力场的限定条件． 地壳深部岩石

处于高温高压状态，具有流变特性，周永胜和何昌荣( 2009)

以计算地壳温度分布为基础给出了川西高原、龙门山构造

带、四川盆地的地壳流变结构( 见图 3 ) ，为研究区域岩石圈

应力状态与地震发生的必要条件提供了约束条件．
花岗岩作为地壳中代表性岩石，一直是岩石力学实验的

研究重点，根据三轴压缩实验，在不同温压条件下花岗岩强

度随深度持续增加，直至 30 km 以下强度才明显下降( 蒋海

昆等，2000) ，不同区域的花岗岩在应变速率为 10 －4 s － 1 和相

当于 15 ～ 25 km 处温压条件下，强度范围约 1200 ～ 1800 MPa
( 周永胜等，2002; 刘贵等，2013) ，而汶川地震震源区彭灌杂

岩中的代表性细粒花岗岩，在温度梯度分别为 18 ℃ /km 和

30 ℃ /km 和应变速率为 5 × 10 －5 s － 1 的条件下( 相当于 10 ～
20 km 的温压条件下) ，强度最高达到 800 MPa，在 25 ～ 30 km
深度强度明显降低( 牛露等，2018) ，这与龙门山流变结构中

的 10 ～ 20 km 的极限强度约 750 MPa 非常接近，表明具备地

震成核条件． 但需要注意的是，实验结果只是对岩石圈应力

状态的一种限制，而不是得到它们的具体数值．
2． 5 川滇应力场的数值模拟实验研究

目前，随着对地球内部结构认识的进步、以及高性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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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龙门山地区地壳流变结构( 引自周永胜和何昌荣，2009)
( a) 川西高原; ( b) 龙门山构造带; ( c) 四川盆地．

Fig． 3 The rheological structure of crust in Longmenshan region( From Zhou and He，2009)
( a) Western Sichuan plateau; ( b) Longmenshan tectonic zone; ( c) Sichuan basin．

算的快速发展，应力场的数值模拟方法从多方面有了显著发

展，模型从二维发展到三维 ( Otsuki，1985; Coblentz et al． ，

1998; 石耀霖和 Assumpcao，2000; 杨树新等，2003; Ｒajabi et
al． ，2017) ，本构关系从弹性向黏弹性、黏弹塑性发展( 范桃

园等，2012; Luo and Liu，2018) ，模型分辨率向千万级网格发

展( 张怀等，2009) ，对多学科、多尺度观测资料的利用更加丰

富，越来越多工作利用应力方向、应力量值或应力形因子、
GPS 资料、断层滑动速率和历史地震序列等作为约束． 朱守

彪和石耀霖( 2004 ) 使用二维模型，结合主应力方向和断层

类型反演了川滇构造应力场． 陈祖安等( 2008 ) 用三维非连

续变形与有限元相结合( DDA + FEM) 的方法，以 GPS 位移

速率和震源机制解为边界约束，计算了川滇地区的初始位移

场和应力场． 祝爱玉等( 2015) 以川滇地区地壳运动 GPS 观

测、构造应力场、断层滑动速率和岩石圈流变特性等观测和

研究结果为约束，建立包含安宁河—则木河—小江断裂带的

构造应力场融合模型，但该模型仅考虑应力方向，未采用应

力量值作为约束条件．
除此之外，前人开展了许多有意义的川滇三维数值模

型，陈连旺等( 2008) 通过考虑地壳深部结构、介质的非均匀

性等多种因素，建立了较为精细的川滇三维有限元模型，展

示了活动断裂面库仑破裂应力变化． Li 等( 2019 ) 建立了三

维黏弹塑性有限元模型研究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壳变形的原

因，结果表明，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壳变形主要是由构造挤压

和重力扩张引起的． Li 等( 2020 ) 计算了川滇地区及其周围

地区由历史地震引起断层的同震和震后库仑破坏应力变化

( ΔCFS) ，通过整合使用地球动力学模型和 GPS 数据估算地

震产生 的 构 造 载 荷，分 析 了 断 层 的 总 应 力 变 化． Yue 等

( 2020) 建立了四个具有不同断层数和组合结构的黏弹性有

限元模型，以分析龙门山断裂带的分支结构对汶川地震发震

过程中应力分布和累积的影响． 这些研究往往局限于应变率

场或应力变化场研究，缺少绝对应力量值信息． 上述对川滇

应力场研究进展总结见表 1．
目前川滇地区的数值模型对多学科、多尺度的应力应变

观测数据的融合使用还是不够，往往只采用部分资料进行约

束，尤其是浅表地应力测量揭示的应力量值约束在模型中未

得到充分使用．

3 应力场模型研究

最早基于假设与实验的地应力模型是静岩压力模型

( Santos and Bieniawski，1989 ) ，继 而 是 双 轴 应 力 模 型

( Terzaghi and Ｒichart，1952 ) 、三维构造应力模型( Anderson，

1905) 、实验室外推深部应力剖面模型 ( Goetze and Evans，
1979; Kirby，1980; Brace and Kohlstedt，1980) ． 近年来，国际上

发起了以地震试验场为依托的区域性构造应力模型研究热

潮，以南加州地震中心( Southern California Earthquake Center，
SCEC) 的公共应力模型( Community Stress Model，CSM) 为代

表． CSM 致力于提供更佳的应力场约束，搭建观测结果与应

力模型之间的物理联系，该模型从大类上可分为应力和应力

积累率模型两类，从方法上包括薄壳模型、震源机制解模型、
静态库仑应力模型、剪切波分裂模型、BEM 模型、块体模型

等，南加州公共应力模型 ( CSM) 在 SCEC4 ( 2012 年 2 月 1
日—2017 年 1 月 31 日) 阶段倡导提出，目前已包含来自不同

贡献者的 6 个应力模型和 7 个应力率模型． 近期 SCEC5 制定

了 CSM 的 5 个优先研究领域: 基于物理的岩石圈应力模型、
基于钻孔的应力信息、绝对应力量值、应力非均匀和模型验

证以及不确定性，对于川滇应力模型构建的研究具有借鉴

意义．
在川滇地区已建成数字地震、地壳运动观测等观测网

络，积累了丰富的地应力等基础观测数据． 而应力模型的发

展与建立过程中，需要融合利用地应力测量、地质资料分析、
各向异性、震源资料分析、b 值、高温高压岩石实验等不同方

法得到的应力数据，并比较和检验各类应力模型及应力加载

模型． 通过借鉴 UCEＲF3 模型和 CSM 模型以及中国地震数

值预报系统框架( 石耀霖等，2018) 的开放性，未来川滇的应

力模型应该不是一个固定的简单模型，而是一个可以吸纳包

容不同研究者的工作、贡献和观点的开放系统．
随着“川滇国家地震科学实验场”、“透明地壳”及“解剖

地震”等科学工程的实施，川滇地区基础资料将得到进一步

丰富和储备． 在前人工作积累的基础上，补充多种手段的应

力场研究工作和关键构造部位应力场观测，然后通过多源数

据的平滑分析( Heidbach 和 Hhne，2008) 、以及数值模拟( 张

怀等，2009; 石耀霖等，2013) 等研究手段，将离散的应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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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融合形成川滇地区应力场模型，可为推动该地区地壳应

力场以及其他地球动力学问题研究提供基础．

4 小结与讨论

4． 1 小 结

( 1) 深浅部应力量值特征

① 川滇地区地表浅层 0 ～ 2 km 水平构造应力量值范围

为 6． 035 ＜ σT ＜ 12． 508D + 6． 035，3． 564 ＜ σt ＜ 6． 509D +
3． 564( D ＞ 0) ，其中 D 表示深度，单位为 km，σT、σt 表分别表

示最大、最小水平构造应力，单位为 MPa。
② 汶川地震震源区彭灌杂岩中的代表性细粒花岗岩，

在相当于 10 ～ 20 km 的温压条件下，强度最高达到 800 MPa，

在 25 ～ 30 km 深度强度明显降低，与龙门山流变结构中的

10 ～ 20 km 的极限强度约 750 MPa 非常接近．
③ 2014 年以来，川滇地区 b 值一直处于相对高值状态，

在 0． 4 ～ 2． 4 之间，其中川滇菱形块体的东边界和西南边界

为低 b 值区，表明相对应力水平较高．
( 2) 不同尺度与深度的应力方向具有非均匀性特征

① 川滇地壳应力场具有明显的分区特征，四川地区最

大主应力轴优势方位为 NWW 向，云南地区最大主应力轴为

NNE 向; 从北至南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呈顺时针转动，由

30°N 以北地区的 NEE 向，沿着鲜水河—安宁河断裂带变为

NW 向，再转到丽江—小金河断裂带及其南部的 NNE 向，再

到云南地区为近 NS 方向，腾冲火山地区为 NE 向．
② 地壳浅部三维实测地应力、震源机制解数据统计结

果表现为: 川滇实验场各活动地块均以走滑型应力状态为

主，所反映的地壳深、浅部最大水平应力优势方位基本一致．
③ S 波偏振方向总体上与区域主压应力方向、活动断裂

走向一致，而 XKS 波快波方向显示以 N26°～ N27°为分界线

具有明显的南北分区特征，快波方向在北部为近南北向，南

部为近东西向．
4． 2 关于川滇应力场研究的讨论

青藏高原的隆升变形机制仍然存在争议，主要有中下地

壳流( Clark and Ｒoyden，2000; Beaumont et al． ，2001) 和侧向

逃逸( Tapponnier et al． ，1986，2001 ) 两种模式． 川滇地区是

青藏高原物质运移的重要区域，该区岩石圈应力场深浅部特

征结果可为变形机制的确定提供力学证据．
川滇地区包含着纵横交错的板块边界断裂和块体内部

活动断裂，地壳被切割为多个次级块体，剧烈的地形变化和

复杂的断裂系统导致了该区应力场具有很强的非均匀性

( Hu et al． ，2017) ． 块体边界力对应力场起主导作用，同时活

动断裂变形局部化( 徐锡伟等，2016) 、断层闭锁程度和摩擦

强度( Moreno et al． ，2018 ) 、岩 石 圈 深 部 流 变 结 构 ( Liu et
al． ，2016) 、断层相互作用( Liu et al． ，2018) 、断层分支等几

何特征 ( Yue et al． ，2020 ) 、地 形 载 荷 ( Styron and Hetland，

2015) 等因素均会影响区域应力状态，形成现今川滇应力场

的复杂格局． 目前，在川滇地区已经有一定的应力监测基础

和科研产出，不同方法给出了特定尺度和深度范围的区域应

力场信息，但如何充分利用时空分辨率不一致的多学科应力

应变数据，科学处理不同数据的权重，并提出有效合理的融

合方法，得到经得起物理检验的川滇地区统一构造应力模

型，是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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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编辑部老师的辛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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