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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水库蓄水过程中，水库诱发地震活动的动态响应机制，本文建立了针对水库诱发地震（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ＲＩＳ）定量化研究的数理模型，并以紫坪铺水库为例，对库区地质构造及水文地质结构条件、水库

蓄水后库区小震活动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利用有限元方法计算了水库蓄水过程中弹性

附加应力场、有效附加应力场、孔隙压力和断层稳定性的动态变化，讨论了ＲＩＳ时空演化与库水加卸载及渗透过程

的动态响应关系．结果表明：（１）ＲＩＳ诱发机制的定量化模型可分为２个层次：一是以孔隙介质为载体的流体渗流

对岩体变形和稳定性的影响，由流固耦合形式的岩体变形与孔隙渗流模型进行描述；二是对断层相关的ＲＩＳ定量

研究可将水库附加水头压力沿断层面（区）的扩散与断层库仑应力变化联系起来．两种形式模型方法的结合能为

ＲＩＳ定量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宏观的力学框架；（２）断裂渗透结构对孔隙压力变化下断裂的力学响应具有重要的影

响，研究区主干断裂可能属于一种上盘破碎带导水、下盘地层及断层核阻水的“下阻上导型”的渗透结构类型，不同

程度的具有使地表水体向深部渗流的通道性．库区深部岩体渗透稳定性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诱发地震活动

对岩性条件的依赖．（３）紫坪铺水库蓄水后，小震活动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条带状分布、丛集分布和地震迁移的特

点，小震震源深度优势分布在地下４～１０ｋｍ范围内，在通济场断裂与安县—灌县断裂的深部汇聚区域震源分布最

为密集．同时，小震活动主要集中发生在脆性程度高、渗透稳定性低的碳酸盐岩地层中，而在岩性较软弱、渗透稳定

性高的三叠系须家河组砂泥岩和煤系地层中很少有地震发生．在水库蓄水后地震活动的时间响应特征上，水库西

南侧和东北侧两个丛集区的小震活动可能属于“快速响应型”ＲＩＳ，而都江堰小震群活动可能属于“滞后响应型”诱

发地震活动；（４）ＲＩＳ的发生与库水加卸载及渗透过程中库底岩体有效应力的变化密切相关．在以挤压为主的构造

应力环境中，库体荷载作用的结果一般会使库底断层更趋向稳定，而水库附加水头压力扩散的效应则是促使断层

趋向失稳，正是这个矛盾双方相互制约与平衡的动态过程，控制了断层库仑应力变化的取向，从而决定了ＲＩＳ时空

演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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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ｂｒｉｔｔｌｅ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ｌｏｗ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ｆｅｗ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Ｘｕｊｉａｈｅｓａｎｄ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ｃｏ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ｒａｔａ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ｗｅａｋｉｎ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ｈｉｇｈｉｎ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ｐｅｅｄ，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ｍａｙ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ｒａｐｉ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ｙｐｅ”，ａｎｄｔｈｅ

Ｄｕ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ｓｍａｌ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ｗａｒｍｍａｙｆａｌｌｉｎｔｏ“ｄｅｌａｙｅ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４）ＲＩＳｗａ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ｂｏｄｙ．

Ｉ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ｙ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ｙ

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ｔｒｅｎｄｓ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ｆａｕｌ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ｔｅｎｄ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ｔｉｓ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ｗｏ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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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ｓ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ａｎｄｂａｌａｎｃｅ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ｕｌｏｍｂ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ｔｒ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Ｉ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ｙｌｏａｄｉｎｇ，

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Ｚｉｐｉｎｇｐ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１　引　言

水库诱发地震（ＲＩＳ）是一类特殊的地震活动，

主要是由于水库蓄水或排水过程引发的在一定时间

内库区及其周边不大区域范围内所发生的地震活

动［１］．迄今为止，全球已报道的ＲＩＳ确切震例约有

１３０例，其中，大于６．０级的有４例，５．０～５．９级的

有１５例，其余占８５％以上的均小于５．０级．虽然大

部分ＲＩＳ的震级不高，但由于其震中位置一般邻近

重要的水利工程设施，且震源浅、震中烈度高，往往

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可造成大坝及附近建筑物的破

坏和人员伤亡，甚至会引起滑坡、坍塌等严重的次生

灾害危及下游安全．因此，ＲＩＳ不仅是水利水电工程

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地震学、区域构造稳定性和环

境工程地质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ＲＩＳ的发生与库水加卸载及渗透过程有着密切

的联系，这一点可从印度地理研究所与德国波恩大

学在印度ＫｏｙｎａＷａｒｎａ库区的深井水位观测成果

中得到启示［２，３］．近５０年来，一些学者分别从库水荷

载作用、孔隙压力扩散作用和润滑作用等方面探讨

了ＲＩＳ发生的力学机制，得到了一些有益的认

识［４～１２］，但对于水库水位变化过程中，诱发地震活

动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对库体荷载及水库附加水头

压力扩散的动态响应机制问题，目前尚少见报道．

ＲＩＳ实质上是在库水加卸载及渗透过程中，地下岩

石介质变形与流体渗流耦合作用造成的岩体失稳问

题，需要在一个综合考虑构造应力场、渗流场与岩体

变形、失稳相互关系的地质力学框架体系内进行讨

论．在此方面，雷兴林等
［１２］在半无限弹性介质的假

设下，利用格林函数和孔隙压力扩散方程分别求解

应力场和流体压力场，定量讨论了断层库仑应力变

化对库体荷载及附加水头压力扩散的静态响应问

题．这一方法虽然便捷，但在处理复杂介质域时却有

很大的局限性．ＲＩＳ受库区构造应力环境、地质构造

和水文地质结构条件的控制［１３，１４］，前人大多采用简

化的地质模型，忽略了发震库区地质构造及水文地

质结构复杂性的影响．因此，在库区地质调查的基础

上，建立切合实际的地质构造及水文地质结构模型，

基于渗流场应力场耦合理论进行有限元数值模拟，

并与监测结果对比分析，依此探讨ＲＩＳ时空演化与

库水加卸载及渗透过程的动态响应机制这一重要的

科学问题将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本文以紫坪铺水库为例，在对库区地质构造及

水文地质结构条件、水库蓄水后地震活动时空演化

特征等进行详细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有限元方法计

算了水库蓄水过程中弹性附加应力场、有效附加应

力场、孔隙压力和断层稳定性的动态变化，讨论了

ＲＩＳ时空演化与库水加卸载及渗透过程的动态响应

关系．本文的成果不仅有助于丰富构造流体动力学

的理论体系和拓宽ＲＩＳ孕育发生机理研究的思路，

同时对于区域稳定性评价及ＲＩＳ预测也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２　岩石介质变形与流体渗流耦合数学

模型及断层稳定性

在库水加卸载及渗透过程中，地下岩石介质变

形与流体渗流耦合作用造成的岩体失稳问题即为

ＲＩＳ．由于 ＲＩＳ的震源深度一般在地下１０ｋｍ 以

内［１５］，在此深度范围内，岩石体多处于上地壳脆性

变形域，可在弹性力学范畴内讨论其应力与变形响

应问题．为方便模型的求解，并考虑到研究问题的尺

度 与 表 征 单 元 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Ｖｏｌｕｍｅ，ＲＥＶ）的关系，将岩石介质简化为多孔连续

介质．同时假设：岩石介质变形为稳态的小位移变

形；孔隙岩石介质中的流体运动符合Ｄａｒｃｙ渗流定

律．按照弹性力学的约定，拉应力为正．

２．１　库水作用下流体渗流与岩石骨架变形耦合数

学模型方程

２．１．１　岩石骨架变形数学模型方程

（１）连续性方程

由质量守恒定律可导出岩石骨架的连续性方

程为

（ρｓ（１－））

狋
＋

Δ

·（ρｓ（１－）狏ｓ）＝０， （１）

式中，狏ｓ为岩石骨架的运动速度，ρｓ为岩石颗粒密

度，为孔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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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假设岩石颗粒的密度不变，在岩石骨架为稳

态小位移变形的条件下，（１）式可进一步简化为
［１６］

（１－）
ε犽犽

狋
－

狋
＝０， （２）

式中，ε犽犽 为体应变，犽＝１，２，３．

（２）本构方程

本构方程用张量形式表示为［１７］

σ′犻犼，犼＝犇犻犼犽犾ε犽犾　（犻，犼，犽，犾＝１，２，３） （３）

式中，σ′犻犼为有效应力张量，ε犻犼 为应变张量，犇犻犼犽犾 为

弹性系数张量．

（３）平衡方程

基于连续介质力学理论和多孔介质有效应力定

律，当忽略惯性力作用时，岩石骨架变形平衡方程可

用位移的形式表示为［８，１８～２０］

犌

Δ

２狌犻＋（λ＋犌）ε犽犽，犻－αδ犻犼犘，犼＋犳犻 ＝０，（４）

式中，狌犻为岩石骨架位移分量，犌为剪切模量，λ为

拉梅（Ｌａｍｅ）弹性常数，δ犻犼 为 Ｋｒｏｎｅｋｅｒ符号，α为

Ｂｉｏｔ系数，犘为孔隙流体压力，犳犻为体积力分量．

２．１．２　流体渗流数学模型方程

（１）连续性方程

对于饱和流体渗流，若忽略源汇相影响，则流体

渗流连续性方程为

（ρｗ）

狋
＋

Δ

·（ρｗ狏ｒｗ）＋ρｗ

Δ

·狏ｓ＝０，（５）

式中，ρｗ 为流体的密度，狏ｓ为岩石骨架的绝对运动

速度，狏ｒｗ 为流体相对于骨架的运动速度．

（２）流体渗流方程

饱和流体的运动方程为

狏ｒｗ ＝－
犽

μ
（

Δ

犘＋ρｗ犵

Δ

犇）， （６）

式中，犽为岩石的等效渗透率，μ为流体的动力黏度，Δ

犘为流体的压力梯度，犵为重力加速度，

Δ

犇＝ （０，

０，１）为流体位势梯度．将（６）式代入（５）式，便可得

到以流体位势表示的渗流方程［２１］

Δ

·
犽ρｗ

μ
（

Δ

犘＋ρｗ犵

Δ

犇［ ］）＝ρｗεｖ狋＋ρｗβｐ
犘

狋
，

（７）

式中，βｐ为流体压缩系数．

２．２　流体压力作用下断层稳定性的变化

根据 ＭｏｈｒＣｏｕｌｏｍｂ强度理论，若作用于断层

面上的剪切应力为τ，则τ越接近于断面的抗剪强

度τｎ（τｎ＝犮－σｎｔｇφ），断层就越容易发生破裂失稳．

可以定义描述断面趋于破裂失稳程度的库仑破裂应

力（Ｃｏｕｌｏｍｂ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ＣＦＳ）为
［２２，２３］

ＣＦＳ＝ τ － 犮－犓（σｎ＋犘［ ］）， （８）

式中，τ 为断层面上的切向剪应力，σｎ 为断层面

上的法向正应力，犓 为断层静摩擦系数（犓 ＝ｔｇφ，

φ为内摩擦角），犮为内聚力，犘为流体压力．若犮和

犓 不随时间变化，则ＣＦＳ的变化为

ΔＣＦＳ＝Δτ＋犓Δσ′ｎ，

σ′ｎ＝σｎ＋Δ犘，
（９）

式中，Δτ为有效应力变化张量在断层滑动方向上的

投影分量，若与滑动方向一致取正，反之取负，Δσ′ｎ

为有效应力变化张量在断层面法向上的投影分量，

Δ犘为流体压力的变化量．

３　紫坪铺库区地质构造与水文地质结构

３．１　地质构造概况

紫坪铺水库是岷江上的一座大型水利枢纽，位

于四川省成都都江堰市境内岷江上游的麻溪乡，距

成都市６０余公里，是一座以灌溉和供水为主，兼有

发电、防洪、环境保护、旅游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

枢纽工程．该水库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１５６ｍ，

为国内仅有的几座同类型高坝之一．

在大地构造上，紫坪铺水库位于青藏高原东缘

的龙门山造山带的中段．库区及邻近区域（１０３．２°Ｎ～

１０３．９°Ｎ；３０．７°Ｅ～３１．３°Ｅ，本文研究范围）被主干断

裂分隔，可划分为茂汶韧性剪切带、中央推覆构造

带、龙门山前缘拆离带、前陆扩展变形带和川西前陆

盆地５个地质构造单元，它们在物质组成、构造层次

和变形样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２４～３０］．紫坪铺库

体座落于龙门山前缘拆离带内，邻近中央推覆构造

带和前陆扩展变形带（图１）．

中央推覆构造带又称后山带，主要由前震旦纪

基底杂岩和震旦系—泥盆系浅变质岩组成．该带以

基底卷入冲断变形和出露彭灌杂岩体为典型特征．

杂岩体是伴随着龙门山造山带的逆冲推覆作用而形

成的构造侵位体［３１，３２］，其内部发育着一系列走向大

致ＮＥ、倾向ＮＷ的近叠瓦状断裂系统．龙门山前缘

拆离带又称前山带，主要由泥盆系—中下三叠统碳

酸盐岩和上三叠统须家河组碎屑岩组成．该带的推

覆构造体主要发育在上三叠统小塘子组、须家河组

砂泥岩和含煤系地层中，表现为一系列逆冲推覆片

体呈叠瓦状排列，向深部汇聚到通济场断裂主滑脱

面上．该带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彭灌飞来峰群的

发育［２４，２６～２８］，紫坪铺水库大坝就建在懒板凳白石

飞来峰之上．前陆扩展变形带又称山前带，是四川盆地

在逆冲作用向前陆扩展过程中卷入变形的部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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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紫坪铺库区地质构造略图（据灌县幅１∶２０万区域地质图修改
［３３］）

１．主干断裂；２．次级断裂；３．逆冲断裂；４．飞来峰；５．紫坪铺水库坝址；６．水系；Ⅰ．茂汶韧性剪切带；

Ⅱ．中央推覆构造带；Ⅲ．龙门山前缘拆离带；Ⅳ．前陆扩展变形带；Ⅴ．川西前陆盆地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ｕｔｌｉｎｅ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Ｚｉｐｉｎｇｐｕｒｅｓｅｒｖｉｏｒ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１∶２０００００ａｒｅ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Ｇｕａｎｘｉａｎ
［３３］）

１．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２．Ｓｕｂｆａｕｌｔ；３．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ｈｒｕｓｔ；４．Ｏｕｔｌｉｅｒｏｆｏｖｅｒｔｈｒｕｓｔｍａｓｓ；５．ＺｉｐｉｎｇｐｕＲｅｓｅｒｖｉｏｒＤａｍ；６．Ｗａ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Ⅰ．ＭａｏＷｅｎｄｕｃｔｉｌｅｓｈｅａｒｂｅｌｔ；Ⅱ．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ａｐｐ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ｌｔ；Ⅲ．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ｒｏｎｔａｌ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ｂｅｌｔ；

Ⅳ．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ｂｅｌｔ；Ⅴ．Ｃｈｕａｎｘｉ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ｂａｓｉｎ

图２　紫坪铺库区二维地质构造剖面（位置见图１）

蓝色虚线框部分据川Ｓ６地震解释剖面［３０］；绿色虚线框部分据ＣＸＮＷ０３１６７和ＣＸＮＷ０５２６地震解释剖面（中石化内部资料）；

紫色虚线框部分据Ｉｎｌｉｎｅ７４０解释剖面（中石化内部资料）；深部据松潘中江大地电磁测深二维反演结果［３４］．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Ｚｉｐｉｎｇｐｕｒｅｓｅｒｖｉｏｒ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ｇ．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ｌｕｅｂｒｏｋｅｎｌｉｎｅ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ｈｕａｎＳ６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
［３０］；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ｄｂｙ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ｂｒｏｋｅｎｌｉｎｅ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ＣＸＮＷ０３１６７ａｎｄＣＸＮＷ０５２６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ＳＩＮＯＰＥ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ｂｒｏｋｅｎｌｉｎｅ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Ｉｎｌｉｎｅ７４０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ＳＩＮＯＰＥＣ）；Ｄｅｅｐ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ｆｒｏｍＳｏｎｇｐａｎｔｏＺ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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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侏罗系—古近系陆相红层组成，构造变形较弱，

主要为岩层产状向盆地内部迅速变缓的单斜构造

（图２）．

３．２　地层发育及岩体渗透稳定性

根据区域构造沉积演化历史、地层沉积环境及

地层发育特征等，可将研究区地层划分为基底和盖

层两大部分［３５］．基底地层形成于中—新元古代时期

的晋宁运动和澄江运动，在龙门山地区称为黄水河

群，主要为一套海底喷发火山岩建造和浅海泥页岩、

碎屑岩建造．盖层主要发育两大地层序列，即震旦

系—中三叠统海相碎屑岩及碳酸盐岩序列和上三叠

统—第四系陆相碎屑岩序列（表１）．

在ＲＩＳ评价和预测研究中，明确库区的岩体结

构特征及在渗流作用下岩体的稳定性问题至关重

要．为了对岩体特性作进一步概化，建立起定量评价

的地质模型和力学模型，依据谷德振等对岩体结构

的分类标准［１４，３６］，将研究区的岩体结构划分为整体

结构、层状结构和散体结构三种类型，其中，整体结

构和层状结构分类见表１，散体结构主要分布于主

干断裂碎裂岩带．岩体渗透稳定性的分类，暂依据

ＲＩＳ震例关于震中岩体性质的统计结果
［１４］，分为

高、中、低三类（表１）．

３．３　断裂构造特征及渗透结构

３．３．１　断裂构造特征

龙门山地区岩石圈结构具层圈性，最重要的滑

脱界面有１５～２０ｋｍ深处的低速层、寒武系泥质粉

砂岩层、志留系千枚岩和泥页岩层以及中下三叠统

富膏盐岩层．这一构造特征决定了龙门山冲断带深

部的多级滑脱和浅层的多层次推覆［３４，３７～４０］．

在地表露头观察，研究区内发育有茂县—汶川

断裂（ＷＭＦ）、北川—映秀断裂（ＢＹＦ）、通济场断裂

（ＴＪＣＦ）、安县—灌县断裂（ＡＧＦ）和广元—大邑断裂

（ＧＤＦ）５条主干断裂（图１）．自北西向南东，主干断

裂发育时间由早到晚，变形行为韧性递减，脆性增

强，反映了其形成深度也在逐渐变浅．

通过对过龙门山中段前缘地带的ＣＸＮＷ０３

１６７、ＣＸＮＷ０５２６和Ｉｎｌｉｎｅ７４０等石油地震剖面与

钻井资料的联合分析表明，北川—映秀断裂以东的

沉积盖层构造在垂向上被三叠系雷口坡组和嘉陵江

组主滑脱面隔开，其下属于印支期前沉积的地层，主

要发育早期的正断层；后者为印支期间及以后沉积

的地层，构造变形样式更为复杂，除发育有一系列倾

表１　研究区地层序列及岩体渗透稳定性简表（地层序列部分据文献［３５］，有修改）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狉犪狋犻犵狉犪狆犺犻犮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犪狀犱狉狅犮犽犿犪狊狊狊犲犲狆犪犵犲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狊狋狌犱狔犪狉犲犪

（犛狋狉犪狋犻犵狉犪狆犺犻犮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犿狅犱犻犳犻犲犱犳狉狅犿犚犲犳．［３５］）

地层

界 系（群） 组 岩性简述
沉积序列

岩体渗透稳定性

岩体结构 渗透稳定性

新生界

中生界

古生界

元古界

第四系（Ｑ）

新近系（Ｎ）

古近系（Ｅ）

白垩系（Ｋ）

侏罗系（Ｊ）

三叠系（Ｔ）

二叠系（Ｐ）

石炭系（Ｃ）

泥盆系（Ｄ）

志留系（Ｓ）

奥陶系（Ｏ）

寒武系（∈）

震旦系（Ｚ）

黄水河群（Ｐｔｈ）

芦山组名山组

灌口组剑门关组

蓬莱镇组白田坝组

须家河组

小塘子组马鞍塘组

雷口坡组嘉陵江组

飞仙关组

长兴组梁山组

茅坝组甘溪组

灯影组

清平组

　　　　　陆相粗碎屑堆积

泥岩、砂岩与砂泥岩互层

砂岩、砾岩、砂泥岩

碎屑砂岩、粉砂岩、局部含煤层

海陆过渡相泥岩、砂泥岩、粉砂岩

浅海相膏质白云岩、膏岩

浅海相砂岩、灰岩

生物碎屑灰岩、含燧石结核灰岩

海相碳酸盐岩

海相碳酸盐岩

千枚岩夹薄厚层结晶灰岩

泥灰岩、结晶灰岩

浅海相泥质粉砂岩

白云岩、硅质岩

火山岩、泥页岩、碎屑岩

陆相

碎屑岩

序列

海相

碎屑岩及

碳酸盐岩

基底

散体结构

层状结构

整体结构

整体结构

整体结构

整体结构

整体结构

高

高

高

低

高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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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ＮＷ 的叠瓦状逆冲推覆构造外，还发育有双重构

造、反冲断层、三角带、滑脱构造等多种构造样式

（图２）．

３．３．２　断裂渗透结构

断裂的渗透结构对孔隙压力变化下断裂的力学

响应具有重要的影响．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ＳＣ等
［４１］在对走滑

断裂渗透性研究的基础上，将断裂渗透结构划分为

隔水的断层核和导水的断层破碎带两部分，并依据

断层核和断层破碎带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划分为

局部导水、局部阻水、散状导水和复合型４种类型．

实际的断裂渗透结构情况要复杂得多，并非此四类

就能概括．断裂的力学性质、运动性质、变形行为特

征、新活动性及断裂与围岩的组合形式等因素都对

渗透结构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研究区域现今处于以挤压为主的构造应力环

境，主干断裂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走滑逆断性质．近

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分布在褶皱冲断带内的滑脱构

造层的研究发现，在构造挤压环境中，往往滑脱层之

上的地层变形强烈，滑脱层之下地层变形相对较

弱［４０，４２～４５］．根据地表露头调查，研究区内北川—映

秀、通济场和安县—灌县三大主干断裂的上盘地层

构造变形相对强烈，影响带构造岩劈理化、碎裂化程

度高，胶结差，羽状裂隙发育．在岩性、地貌有利地带

出露大泉，表明它们具有较好的渗透条件［４６］．

此外，断裂的新构造活动性是控制其渗透性能

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李明诚等
［４７，４８］认为，无论是张

性正断层，还是压性逆断层，只要它们处在活动中，

就具有通道性．根据构造地貌、线性影像、地质剖面

揭露的断裂活动性以及所获得的年代学证据［４９，５０］，

研究区内的茂县—汶川断裂、通济场断裂和安县—

灌县断裂均为晚更新世活动断裂．北川—映秀断裂

是２００８年汶川 犕Ｓ８．０级地震的主要发震断裂之

一，为全新世活动断裂．广元—大邑断裂至今尚缺少

新年代学的直接证据，在位于断裂下盘的花园场竹

瓦铺一带，第四系厚达５００ｍ，而位于断层上盘的相

应地层厚度尚不足１００ｍ．从这一现象推测，该断裂

在较近时期可能仍在持续活动．

基于以上分析认为，研究区内的５大主干断裂

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使地表水体向深部渗流的通道

性，但其渗透结构并不同于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ＳＣ分类，是

一种断裂上盘破碎带导水、下盘地层及断层核阻水

的新的渗透结构类型，我们将其称为“下阻上导型”．

主干断裂导水性能的差异主要是由断裂与围岩组合

形式的不同造成的．横跨研究区从北西到南东，无论

是主干断裂还是围岩其力学性质都是脆性逐渐增

强，反映在导水性上是影响带逐渐变宽，渗透性能逐

渐变好．

研究区内发育的ＮＷ 向张扭性断裂规模小，延

伸不远，破碎带窄，多出现在碳酸盐岩飞来峰内和飞

来峰底座的三叠系须家河组煤系地层中．这些小断

裂属于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ＳＣ分类中的散状导水类型，导水

性好，往往切割了ＮＥ向的压性断裂，起到了沟通不

同含水层的作用．

４　紫坪铺水库蓄水后地震活动时空演

化特征

历史地震记载，研究区惟一一次４级以上地震

是１７８７年１２月发生在都江堰附近的４３／４ 级地震，

考虑到中国西部地区的地震监测台网普遍建立较

晚，估计该区应有不少４级以上地震被漏记．自

１９７０年四川及邻区测震台网正式观测以来，研究区

犕Ｌ２．５级以上地震记录相对完整、可靠
［５１］，可作为

地震活动性分析的起始震级．１９７０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３０日期间，该区共发生犕Ｌ２．５～２．９

级地震９４次，犕Ｌ３．０～３．９级地震３４次，犕Ｌ４．０级

以上地震３次，分别是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９日漩口犕Ｌ４．０

级地震，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０日映秀 犕Ｌ４．１级地震和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３０聚源 犕Ｌ４．４级地震．在这１３１个

犕Ｌ≥２．５级的地震中，仅７５个有震源深度定位数

据，对其进行统计分析显示，６０％以上的震源深度分

布在６～１５ｋｍ范围内，最深可达３４ｋｍ．可能是由

于可靠地震资料的时间较短，该时段震中空间分布

非常分散，也未明显表现出地震频度和强度随时间

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为了便于分析水库蓄水后地震活动的时空演化

规律，我们利用双差定位法对紫坪铺水库台网（包括

７个子台和１个中继站）在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６日至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０日期间记录到的１５６９个小震进行

了精定位．精定位后，到时残差的均方根平均值为

０．０４８ｓ，震源位置的估算误差在水平方向上平均为

０．６３ｋｍ，在垂直方向上平均为０．５１ｋｍ，得到了研

究区较为精确的地震参数［５２］．

４．１　水库蓄水后地震活动空间分布特征

４．１．１　地震活动的条带性、丛集性和迁移性

相比于水库蓄水之前地震震中分布比较分散，

在２００４年８月份坝前水位有明显升高以后，至

２００８年４月３０日期间，地震活动图像上明显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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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条带状分布和丛集分布的特点（图３ａ）．震中大多

分布于库岸周边１０ｋｍ以内的范围（Ⅳ区除外），小

震活动平行于主构造线呈ＮＥ向优势分布，在这一

总体特征下，库体覆盖区（Ⅱ区）的地震活动却非常

图３　紫坪铺库区不同蓄水时段地震震中分布图

浅灰色区域代表飞来峰构造；浅蓝色区域代表此时段受水库回水影响库段的大致位置．

Ｆｉｇ．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Ｚｉｐｉｎｇｐｕｒｅｓｅｒｖｉｏｒ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

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ｉ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Ｌｉｇｈｔｇｒｅｙａｒｅ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ｏｕｔｌｉｅｒｏｆｏｖｅｒｔｈｒｕｓｔｍａｓｓ；Ｌｉｇｈｔｂｌｕｅａｒｅ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ｂｅｉ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ｂａｎｋｅｄｕｐ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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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几乎为空白．此外，小震活动密集分布在３个小

区域：第１个是图３ａ中的Ⅰ区，该区位于水库西南

侧的龙门山前山带，其东南和西北两侧分别被岷江

的支流水系寿溪河和古溪沟所夹持；第２个是图３ａ

中的Ⅲ区，该区位于水库东北侧的龙门山前山带和

北川—映秀断裂地表露头带，邻近岷江的支流水系

龙溪河；第３个是图３ａ中的Ⅳ区，该区位于坝址下

游９～１８ｋｍ的都江堰市幸福乡、中兴镇和聚源镇

一带，横跨广元—大邑隐伏断裂．在这３个地震丛集

区中，小震分布最为密集的是水库西南侧的Ⅰ区．

为了进一步分析在空间分布上地震活动随水库

蓄、放水过程演化的规律，依据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０８年４月３０日期间的坝前水位变化资料，并考

虑到精定位数据的时间范围，将库水加卸载过程划

分为５个不同的时段，即：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６日～２００５

年９月２９日为低幅加卸载期；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３０日为第１次高幅、快速加载期；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日～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５日为第１次高

幅、快速卸载期；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６日～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１５日为第２次高幅、快速加载期；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６

日～２００８年４月３０日为第２次高幅、快速卸载期

（图４）．同时，利用精定位数据绘制了不同时段的震

中分布图（图３ｂ～３ｆ）．

图４　不同库水加卸载阶段的划分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ｗａｔｅｒｌｏａｄｕｎｌｏａ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在２００４年８月开始的低幅加卸载时段（阶段

Ⅰ），坝前水位从海拔高度约７５４．５ｍ 上升到约

７７３．５ｍ后又有回落．据库区海拔可知，此时水体大

致分布于图３ｂ中浅蓝色区域所覆盖的库段．该时段

小震活动主要集中在库体的北西侧、北侧和北东侧

距离库岸约２ｋｍ以外、１０ｋｍ以内的区域，沿“彭

灌”飞来峰构造和前山断裂破碎带呈ＮＥ向条带状

分布，而在水库的东南侧及库体覆盖区则很少有地

震发生．此外，在距离坝址约２５ｋｍ处的红路附近

发生的小震群应是本底自然地震活动，与水库蓄水

无关．

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起的阶段Ⅱ，坝前水位从海

拔高度约７５９．５ｍ迅速升高到８２０ｍ以上，至２００６

年秋汛末首次抬升至正常蓄水位８７５ｍ，并持续近２

个月．在水库达到８７５ｍ正常蓄水位时，回水刚好

到达岷江与北川—映秀断裂地表露头带的交界处，

此时水体大致分布于图３ｃ中浅蓝色区域所覆盖的

范围．随着水库水位的不断升高，回水影响范围的逐

步扩大，该时段地震活动表现出了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Ⅲ区的地震活动沿袭了上一时段小震条带的展

布方向，向远离库岸的虹口附近迁移；二是小震活动

向水库西南侧的Ⅰ区迁移；三是Ⅳ区开始发生了一

些响应性的小震活动．尽管此时库水位已有大幅抬

升，库体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但在库体覆盖区（Ⅱ区）

及水库东南侧的近库岸区地震数目却依然是寥寥

无几．

在第１次高幅、快速卸载时段（阶段Ⅲ），坝前水

位从海拔高度约８７４．５ｍ下降到约８１９ｍ．据库区

海拔可知，当坝前水位为８２０ｍ时，回水可影响到

图３ｄ中浅蓝色区域所示的库段．因此，此时段受水

库回水影响的库体范围从图３ｃ中的浅蓝色区域逐

渐收缩到图３ｄ中浅蓝色区域．相比于前两个时段，

该时段除在Ⅰ区小震分布相对集中外，地震活动频

度和强度都明显的降低．Ⅰ区的地震活动表现出向

寿溪河和古溪沟所夹持的中间部位收缩的趋势．

在第２次高幅、快速加载时段（阶段Ⅳ），库水位

从海拔高度约８１９ｍ上升到约８７３ｍ，水库水体上

升到图３ｅ中浅蓝色区域所覆盖的库段．该时段小震

活动主要集中在水库西南侧的Ⅰ区，Ⅲ区的地震活

动明显减弱．

在第２次高幅、快速卸载时段（阶段Ⅴ），库水位

从海拔高度约８７３ｍ下降到约８２１．５ｍ，回水影响

情况与阶段Ⅲ相似．该时段地震活动主要集中在Ⅰ

区和Ⅳ区，在水库快速蓄水以来时隔近２９个月后，

在Ⅳ区发生了都江堰小震群活动（最大震级为

犕Ｌ３．７级）．

４．１．２　震源深度分布特征

水库蓄水后的震源深度统计结果显示，研究区

范围内约占 ７０％ 的小震震源深度分布在 ４～

１０ｋｍ，１０～２５ｋｍ也有少量地震发生，并且震源深

度分布有一定的连续性．相对比水库蓄水前震源深

度分布的特征，蓄水后小震震源分布似乎显示出从

深部向浅部迁移的趋势，这一变化可能与水库蓄水

有关．为便于寻找震源深度分布与地下断裂构造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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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关系，我们横跨几个地震丛集区分别作了震源

深度剖面 ＡＡ′、ＢＢ′、ＣＣ′、ＤＤ′（剖面位置见图

３ａ），将剖面两侧各４ｋｍ范围内的震源位置垂直投

影到剖面上，同时，将主要断裂构造也投影到剖面上

（图５）．

ＡＡ′剖面和ＢＢ′剖面分别垂直于主要构造线

方向横跨了Ⅰ区和Ⅲ区，在这两个剖面上表现出了

较为一致的震源分布特征，即：震源深度集中在地下

４～１０ｋｍ范围内，１０ｋｍ以下虽也有地震发生，但

其比例不超过总数的８％；沿通济场断裂在地腹的

延伸方向，震源相对密集地分布在与断裂邻近的上、

下盘地层中，而在北川—映秀断裂和安县—灌县断

裂的陡倾段则很少有地震发生；在邻近通济场断裂

和安县—灌县断裂的深部汇聚处，由这两条断裂和

反冲断层构成的三角带震源分布最为密集；在通济

场断裂和安县—灌县断裂地表露头带之间向下约

图５　震源深度分布剖面图

１．水库位置；２．地震；３．逆断层；４．正断层；５．滑脱层；６．推测断层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ｍａｐ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ｅｐｔｈ

１．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３．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

４．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５．Ｄéｃｏｌｌｅ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６．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ｆａｕｌｔ

６ｋｍ以上的区域几乎没有地震发生．

ＣＣ′剖面平行于龙门山前山带主构造线方向，

大致跨越了库体覆盖区及Ⅰ、Ⅲ地震丛集区．该剖面

中左、右两侧的震源深度集中分布在４～１０ｋｍ范

围内，与ＡＡ′剖面和ＢＢ′剖面相符．在第１次低幅

加卸载时段，Ⅲ区中南段的震源深度主要分布在

８ｋｍ左右；而在随后的第１次高幅、快速加载时段，

中南段地震活动减弱，且北段出现了震源深度集中

在５ｋｍ以内的浅层地震活动．此外，剖面中段的库

体覆盖区以下区域几乎为地震空白区．

ＤＤ′剖面垂直于主要构造线方向，横跨了龙门

山后山带、前山带、山前带和川西前陆盆地４个地质

构造单元，并且过Ⅳ区地震丛集区．该剖面中通济场

断裂以西部分除地震发生个数较少外，其震源深度

分布特征与ＡＡ′剖面和ＢＢ′剖面类似．剖面右侧的

震源分布主要是２００８年２～４月份都江堰幸福乡、

中兴镇和聚源镇一带的小震群活动所致，震源深度

主要集中在５～１６ｋｍ范围内，最深已达２５ｋｍ．从

该震群震源深度分布图像与断裂构造的位置关系来

看，小震群发生与广元—大邑断裂和原地断层的活

动有关．

４．２　水库蓄水后地震活动的时间响应特征

为了分析库区地震活动对库水加卸载过程的时

间响应规律，我们针对以上３个地震丛集区，分别绘

制了水库坝前水位变化与各分区地震发生频次的关

系图（图６）．

在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之前，由于水库回水尚未

影响到邻近Ⅰ区的库段，该区的小震活动基本代表

了背景性的自然地震活动，地震数目较少．随着库水

位的快速抬升，库水影响范围的逐渐扩大，该区地震

数目明显地增多，表现出了伴随着库水位的高低变

化，小震发生频度呈同步变化的趋势．在２００６年９～

１０月和２００７年９～１２月两个蓄水高峰期，地震活动

频度亦达到了峰值（图６ａ）．Ⅰ区的小震活动显然与

水库蓄水有关，按照ＳｉｍｐｓｏｎＤＷ 等的分类
［５３］，可

能属于“快速响应型”水库诱发地震．

Ⅲ区邻近坝址区，受坝前水位变化的影响较大．

该区在库水低幅加卸载的初期就迅速发生了响应性

的小震活动，出现了一个高峰期．在第１次高幅、快

速加载时段，伴随着水位的快速抬升，该区又出现了

一个小震活动的高峰期，此后便逐渐地减弱（图６ｂ）．

在水库快速蓄水之前，Ⅳ区小震发生的数目很

少．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之后，伴随着水位的快速抬

升，该区小震发生的频度似有微弱的抬升，到２００８

０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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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紫坪铺水库水位变化与各分区地震频次关系图

（ａ）Ⅰ区；（ｂ）Ⅲ区；（ｃ）Ⅳ区．曲线表示水位线；方柱表示地震每月发生的频次．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ｒａｔｅ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ｓ

（ａ）ＡｒｅａⅠ；（ｂ）ＡｒｅａⅢ；（ｃ）ＡｒｅａⅣ．Ｃｕｒｖｅ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ｑｕａｒｅ

ｃｏｌｕｍｎ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ｐｅｒｍｏｎｔｈ．

年２～４月期间的水库卸载阶段，忽然发生了都江堰

小震群活动（图６ｃ）．如果该区的小震活动与水库蓄

水有关的话，依据ＳｉｍｐｓｏｎＤ Ｗ 等的分类，可能属

于“滞后响应型”水库诱发地震．此方面在后文中将

做进一步的讨论．

５　紫坪铺水库ＲＩＳ时空演化数值模

拟分析

有限单元法在对复杂地下介质域和边界条件

的处理方面，以其灵活的几何单元划分、边界条件处

理及对不同性质介质的处理技术见长．周斌根据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有限元理论，由岩石介质变形与流体渗流

耦合数学模型控制性方程，推导出“弱积分”形式的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有限元公式，并利用有限元程序自动生成

软件ＦＥＰＧ编写了计算程序
［２１］．此程序可离散求解

流体压力场、位移场、有效应力场和应变场的分布．

本文重点计算了在库体荷载作用下产生的弹性附加

应力场，以及在库体荷载和附加水头压力扩散耦合

作用下产生的有效附加应力场，并在不同断层上分

别设置了观察点（图７），观察水库动态加卸载过程

中的孔隙压力响应及断层稳定性变化．

５．１　地质模型、介质参数及边界条件

考察水体载荷造成地下岩体内应力的变化，本

应考虑实际的地形及地质构造情况建立三维模型．

但由于受资料的限制，本文将其简化成平面应变问

题，选用图２所示的二维地质剖面作为有限元数值

模拟实验的地质模型，进行了有限单元划分，共

１２５１３个单元，６４３４个节点（图７）．

在确定地质体力学参数与物性参数时，主要参

考了中石化南方勘探开发分公司在龙门山地区及四

川盆地开展的岩石力学参数与物性参数测试成果，

以及岩石力学手册中研究区附近的映秀湾水电站和

四川“红层”地层的实测数据［５４］，同时考虑到岩体与

岩石之间力学性质和渗透性的差异，对参数进行了

适当的调整（表２）．

依据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１日～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４日期

间坝前水位变化资料，将相对于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１日

基准水位（海拔高度约７５４．５ｍ）的水位变化用分段

直线加载函数在库体处施加动水头边界和动荷载边

界．模型的底边界设置为水平滑动，两端点固定．计

算时共设置了３８个计算步，每步历时３０天．

图７　有限单元划分及观察点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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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地质体力学参数与物性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犪狀犱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狆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狅犳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犫狅犱犻犲狊

地质体
弹性模量

（ＧＰａ）
泊松比 静摩擦系数

等效孔隙度

（％）

等效渗透率

（１０－３μｍ
２）

Ｂｉｏｔ系数

侏罗系—新生界陆相碎屑岩体 １９．０ ０．３３ ０．７ ５．０ ０．０５ ０．８５

须家河组碎屑砂泥岩体 ２５．０ ０．２７ ０．７ ５．０ ０．０５ ０．８５

雷口坡组嘉陵江组膏岩体 １７．０ ０．３３ ０．７ １．０ ０．０１ ０．８５

泥盆系—三叠系飞仙关组灰岩体 ５０．０ ０．２５ １．０ ７．０ １．５ ０．８５

志留系千枚岩体 ２０．０ ０．３３ ０．６ １．０ ０．０１ ０．８５

震旦系—奥陶系碳酸盐岩体 ５５．０ ０．２５ １．０ ２．０ ０．５ ０．８５

基底及彭灌杂岩体 ５０．０ ０．２５ １．０ １．０ ０．０５ ０．８５

汶川—茂县断裂 ０．４ ０．３０ ０．６ － ５００ １．０

彭灌杂岩体内部断裂 ０．４ ０．３０ ０．６ － ８００ １．０

北川—映秀断裂 ０．６ ０．３０ ０．６ － １０００ １．０

前山带脆性断裂 ０．６ ０．３０ ０．６ － １５００ １．０

深部原地断层 ０．５ ０．３０ ０．６ － ５００ １．０

５．２　结果分析

５．２．１　库体荷载作用下的弹性附加应力响应及断

层稳定性变化

在水库蓄水过程中，地表水体荷载的作用会在

库底岩体内产生弹性附加应力的响应，从而影响到

断层稳定性的变化．在不同的构造应力环境中，弹性

附加应力对断层稳定性所起的作用截然不同．在拉

张构造环境中，最大主应力方向近于垂直，最小主应

力方向近于水平，弹性附加应力与初始构造应力场

叠加的结果，会使莫尔圆半径变大，增加逼近外包络

线的机会，促使断层破裂趋势增大；在剪切构造环境

中，最大和最小主应力方向都近水平，中间主应力方

向垂直，弹性附加应力对断层的稳定性几乎无影响；

在挤压构造环境中，最大主应力方向近于水平，最小

主应力方向近于垂直，弹性附加应力的叠加会使莫

尔圆的半径变小，并远离外包络线，对断层破裂起到

一定的抑制作用．地表水体荷载的作用除了会产生

弹性附加应力响应以外，在水库快速加载时，岩石的

压缩变形还会造成孔隙压的瞬时升高，随着时间的

推移、孔隙水的排出，这一响应将逐渐被消弱．

紫坪铺库区处于以挤压为主的构造应力环境

中，单纯的库体荷载作用会有利于库底断层的稳定．

由不同计算时间步的弹性附加应力场图像可以看

出，弹性效应主要位于库底之下的高附加应力区．图

８为水库蓄水接近历史最高水位时的弹性附加应力

场云图（此时水位约８７４．５ｍ，相对基准水位面升高

了１２０ｍ）．结果显示，由库底向远处，弹性附加应力

逐渐衰减，垂向分量（σ狔狔）向深部的传播明显受陡

图８　相对水位变化１２０ｍ时的弹性附加应力场云图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ａｓｔ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１２０ｍ

立断层结构面的限制，集中分布在库底正下方的区

域（图８ａ）．不同观测点断层库仑应力动态变化曲线

（图９）亦表明，距离库底越远，库体荷载对断层稳定

的影响程度就越低，在距离较远的汶川—茂县断裂上

的Ｓ１观察点上，ΔＣＦＳ的最大值仅为－０．０００６６ＭＰａ，

而在较近的Ｓ５观测点上，ΔＣＦＳ可达－０．３ＭＰａ．

局部构造条件对弹性附加应力场分布也有一定程度

的影响，图８ｂ中黑色虚线所围限的区域为安县—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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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断裂拐点与反向冲断层交汇的部位，此构造部位

在垂向附加应力为较高的压应力状态，且剪应力分

量数值较低的情况下，水平附加应力却出现了较高

的张应力状态．在此情况下，附加应力场与初始构造

应力场叠加的结果会促使该区域更趋稳定．在震源

深度分布剖面上该区域几乎为地震空白区（图５），

就进一步证实了库体荷载对该区稳定起到了主导性

的作用．从附加剪应力分布图像（图８ｃ）可以看出，

在地下６ｋｍ以上的区域，以库底向深部延伸的垂

线为界，左侧的剪应力为负值，右侧为正值，这将更

有利于右侧 ＮＷ 倾向高角度逆断层的稳定，Ｓ１和

Ｓ５两个观察点的断层库仑应力变化情况也证实了

这一点（图９）．

５．２．２　库水渗透过程及其对有效附加应力场及断

层稳定性的影响

由于仅从地表观察无法准确判断深部岩体和断

层的渗透性能，因而对于地表水体和深部流体之间

联系的通道、强弱以及地表水体向深部循环所能影

响的范围等问题一直是困扰着水文地质界的一个难

题．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含油气盆地流体输导体系的

图９　不同观察点孔隙压力及断层库仑应力变化曲线

ａ孔隙压力变化；ｂ库体荷载与孔隙压力扩散耦合作用下断层库仑应力变化；ｃ库体荷载作用下断层库仑应力变化．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ｕｌｏｍｂ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ｅｓ

ａ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ｂＣｏｕｌｏｍｂ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ｃｈａｎｇｅ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ｏｔｈｆｒｏｍ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ｂｏｄｙ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ｄ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ｃＣｏｕｌｏｍｂ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ｃｈａｎｇｅ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ｌｏａｄｉｎｇ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ｂｏｄｙｇｒａｖ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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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断裂构造带是地下流体运移的主要通

道［５５］，其输导性能又与断裂渗透结构密切相关．由

上文的分析可知，库区范围内的主干断裂可能属于

“下阻上导型”的渗透结构，不同程度地具有地表水

体向深部渗流的通道性．

我们对水库附加水头压力扩散的数值模拟结果

表明，在水库水位变化过程中，附加水头压力主要沿

与水库有水力联系的断裂带和裂隙发育的碳酸盐体

进行传导，贯穿到库底和飞来峰底座的次级断裂成

为库水下渗的优势通道．由水库蓄、放水过程中不同

观察点的孔隙压动态变化曲线可以看出，随观测点

埋藏深度的不同及与水库水力联系强弱的差异，孔

隙压对附加水头压力变化的响应亦表现出不同的特

征（图９）．在与水库有直接水力联系的断裂带的浅

部，如Ｓ３、Ｓ４和Ｓ８观察点，孔隙压响应迅速、变化

幅度高；在有水力联系的断裂带的深部（Ｓ７点）或水

力联系弱的断裂带上（Ｓ２、Ｓ６点），孔隙压响应并不

明显，经过长时间以后，基本维持在０．２～０．３ＭＰａ

的水平上不再升高；在与水库无明显水力联系的断

裂带上（Ｓ１点），孔隙压几乎没有变化．各观察点孔

隙压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滞后于附加水头的变

化，距离库底越远，滞后现象表现得就越为突出．

相比于单纯在库体荷载作用下产生的弹性附加

应力场分布图像，在库体荷载和水库附加水头压力

扩散的共同作用下，有效附加应力场的水平向分量

（σ′狓狓）和垂向分量（σ′狔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剪切

分量（τ′狓狔）变化不大．图１０是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１日坝

前水位开始抬升起，６０天、５７０天、９９０天和１１４０天

后有效附加应力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的变化云图．

可以看出，随着水库蓄水时间的延长，孔隙压扩散对

有效 附 加 应 力 场 的 影 响 将 逐 渐 扩 大 到 地 下

１０ｋｍ以上的范围．在４个典型的区域（图１０中Ⅰ、

图１０　有效附加应力场变化云图

（ａ）６０天后；（ｂ）５７０天后；（ｃ）９９０天后；（ｄ）１１４０天后．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ｍａｐｏｆ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

（ａ）６０ｄａｙｓｌａｔｅｒ；（ｂ）５７０ｄａｙｓｌａｔｅｒ；（ｃ）９９０ｄａｙｓｌａｔｅｒ；（ｄ）１１４０ｄａｙｓｌａ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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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Ⅲ、Ⅳ），有效附加应力状态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１）Ⅰ区位于库底正下方、通济场滑脱断裂面以上的

区域，岩体破碎程度高，次级断裂发育且与水库有直

接的水力联系．经过长时间以后，该区的水平向和垂

向有效附加应力分量逐渐由压应力状态转变为张应

力状态．到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４日，即坝前水位开始抬升

后的１１４０天，水平向有效附加应力分量的平均值达

到０．２ＭＰａ左右，垂向有效附加应力分量的平均值

达到０．５ＭＰａ左右，由于此时附加剪切分量并无明

显变化，这将促使该区逐渐由稳定状态向不稳定状

态转变．经过长时间以后，该区可能会诱发一定数量

的微震活动．（２）Ⅱ区位于安县—灌县断裂的上盘，

发育有三叠系须家河组陆相碎屑岩和雷口坡组嘉

陵江组膏岩，岩性软弱，渗透条件差．该区除中部的

反向逆冲断层受附加水头压力扩散影响较大外，其

他部分的有效附加应力状态与单纯在库体荷载作用

下的情况无明显差异．为考察其孔隙压响应及岩体

稳定性，我们设置了ＳＡ观察点（图７），并假设过该

点的岩体中发育有一条倾向ＮＷ、倾角４５°的断层．

实验结果表明，该点的孔隙压响应极其微弱，最高值

仅为０．０３４ＭＰａ，无论是仅在库体荷载作用下，还是

在库体荷载与孔隙压扩散的共同作用下，假设断层

的库仑应力均为幅度很大的负变化，且相差不大，进

一步证实了该区岩体稳定性主要受控于库体荷载的

作用（图１０）．在位于该区边界附近反冲断层上的Ｓ４

观察点，尽管孔隙压响应值较高，但由于其邻近库

底，在孔隙压力促使断层失稳与库体荷载抑制断层

失稳两种不同作用的相互牵制下，ΔＣＦＳ几乎为零．

（３）Ⅲ区位于安县—灌县断裂与通济场断裂在地腹

的交汇区域，主要发育泥盆系下三叠统飞仙关组海

相碳酸盐岩，岩性坚硬，裂隙相对发育，渗透条件好．

在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３０日坝前水位

高幅、快速上升时段，无论是有效附加应力场的水平

向分量还是垂向分量都快速地从压应力状态转变为

张应力状态，表明了附加水头压力扩散对该区有较

大的影响．我们在该区设置了ＳＢ观察点（图７），并

同样假设过该点的岩体中发育有一条倾向ＮＷ、倾

角４５°的断层．实验结果表明，单纯在库体荷载作用

下，假设断层的ΔＣＦＳ为负值，但由于孔隙压的快速

升高，在水库快速蓄水９０天后，ΔＣＦＳ转变为正值，

并随时间的延续不断升高，最高达０．３７ＭＰａ．在位

于该区西缘通济场断裂上的Ｓ３和Ｓ８观测点，ΔＣＦＳ

亦呈现出相似的变化．从震源深度分布剖面（图５）

可以看出，水库蓄水后的小震活动主要集中在这一

区域，说明附加水头压力扩散作用对该区的诱发地

震活动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４）Ⅳ区位于广元—大

邑断裂和深部原地断层交汇的区域．由于该区距离

库底较远，在库体荷载作用下产生的弹性附加应力

场本身很微弱，有效附加应力场的变化主要受控于

孔隙压扩散过程（图１０）．在Ｓ６观测点上，孔隙压持

续升高，经过长时间以后基本维持在０．３ＭＰａ的水平

上，受孔隙压变化的影响，ΔＣＦＳ亦不断增高，最高达

０．１ＭＰａ左右（图９）．

６　ＲＩＳ时空演化与库水加卸载及渗透

过程关系的讨论

６．１　库水加卸载及渗透过程中犚犐犛时空演化的动

态响应机制

ＲＩＳ的发生与库水加卸载及渗透过程中库底断

层稳定性的变化密切相关，在库水加卸载及渗透过

程中，引起断层库仑应力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

个：一是由库体荷载作用产生的断层面法向应力变

化Δσｎ和沿滑动方向的剪应力变化Δτ，这一力学响

应是瞬时的，在不同的构造应力环境中对断层稳定

性的贡献会有所差异；二是由地表水体向深部渗流

造成的断层面上孔隙压的改变Δ犘，这一变化对剪

应力并无直接影响（暂不考虑水的弱化效应），但孔

隙压的增加会降低断层面上的法向有效应力，从而

降低了断层的抗剪强度，促使断层破裂失稳．同时，

由于孔隙压力部分抵消了围压的影响，使岩体更易

于产生张性破坏．从数值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在以挤

压为主的构造应力环境中，库体荷载作用的结果一

般会使库底断层更趋向稳定，而附加水头压力扩散

的效应则是促使断层趋向失稳．虽然地下岩石体对

库体载荷的弹性应力响应是瞬时的，但在水库水位

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这一响应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

过程；同时，岩体孔隙压对水库附加水头变化的响应

每时每刻也都在发生着变化．正是这个矛盾双方相

互制约与平衡动态过程，控制了断层库仑应力变化

的取向，从而决定了ＲＩＳ时空演化的特征．这可能

就是ＲＩＳ时空演化对库水加卸载及渗透过程动态

响应的力学机制．

从紫坪铺水库蓄水后小震活动的特征来看，亦

表明了ＲＩＳ时空演化受控于ΔＣＦＳ的动态变化过

程．下面，就图３中的１个稳定区和３个地震丛集区

进行分别的讨论．在Ⅱ区，库体正下方６ｋｍ以上范

围的ΔＣＦＳ总体上在负值区间变化（图１０中Ｓ４、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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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ＳＡ观察点），库体荷载作用对岩体和断层的稳定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该区小震活动非常之少．

在距离水库较远的Ⅳ区，单纯库体荷载作用对断层

稳定性的影响已非常微弱，ΔＣＦＳ主要受孔隙压变

化的控制，在２００８年２～４月期间，ΔＣＦＳ上升到

０．１ＭＰａ左右（图９中Ｓ６观察点），该区相继发生了

都江堰震群活动，依此判断该震群活动可能与水库

蓄水有一定的关系．水库东北侧的Ⅲ区远离库体覆

盖区，库体荷载作用对断层稳定性的影响已不占据

主导地位．由于数值实验选用的地质模型剖面穿过

了库体覆盖区，而没有穿过Ⅲ区，所以对于Ⅲ区而

言，数模结果肯定夸大了库体荷载作用的影响，其真

实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同时由于Ⅲ区邻近坝址，受坝

前水位变化的影响较大，加之，ＮＷ向张扭性断裂的

沟通使该区深部的断裂与地表水体之间建立了良好

的流体运移通道，所以即使在水库水位低幅变化时

段，附加水头压力的变化亦可快速传导到该区的深

部，引起断层库仑应力的变化，从而诱发小震活动，

地震精定位分析结果已证实了这一点．在坝前水位

快速抬升过程中，该区小震活动向远离库岸的虹口

方向迁移的现象就进一步说明了孔隙压力扩散对该

区诱发地震活动的促进作用．水库西南侧的Ⅰ区的

情况与Ⅲ区类似，不再赘述．

６．２　犚犐犛与孔隙压扩散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制约

关系

断层上积累的应力在地震时部分释放而产生应

力降，一次地震所产生的应力降一般为几兆帕到几

十兆帕［１２］，相比而言，由水库蓄水造成断层库仑应

力的变化量已微不足道．这也是许多学者强调的库

区应变能积累已达到临界状态是诱发地震活动前提

条件的主要依据．全世界已建大中型水库约有１万

多座，但已诱发水库地震的只占水库总数的１％左

右［５６］，在库区地质条件上，发震水库与未发震水库

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别［１３］，这也可能主要是由于库

区应变积累程度的差异造成的．

岩石渗流力学实验证实，脆性岩石在进入宏观

破裂之前的扩容阶段，体积快速膨胀，内部产生大量

的微裂隙，渗透性能得到有效地提高［５７～５９］．在诱发

地震活动发生之前，孕震区岩石体可能已经进入扩

容阶段，由扩容破碎作用产生的贯通微裂隙改善了

脆性岩石体的孔渗条件，提高了断裂带的输导性能．

此时，更利于地表水体向震源区的渗透，促使水库附

加水头压力的快速扩散，从而诱发库区地震活动．同

时，诱发地震（包括微小地震）的发生也会改善脆性

岩体的渗透性，促进孔隙压的扩散．从另一个角度来

讲，如果孕震区脆性岩石体的应变能积累程度普遍

较低，岩石体尚处于弹性变形阶段，则其渗透性不会

随围压的升高而得到有效地改善，甚至会有所降

低［５９］，从而制约了水库附加水头压力的扩散，不利

于诱发库区地震活动．对塑性岩石体而言，其渗透性

随应变的增加而逐渐减小［５９］，孔隙压扩散效率降

低，从而不利于诱发地震活动．因此，诱发地震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岩性条件，同时，孔隙压扩散与

诱发地震活动之间亦存在着相互促进与制约的辩证

关系．

紫坪铺水库蓄水后，小震活动主要集中发生在

脆性程度高、渗透稳定性低的碳酸盐岩地层中，而在

岩性较软弱、渗透稳定性高的三叠系须家河组砂泥

岩和煤系地层中很少有地震发生．除上文分析的原

因外，由于在构造应力场作用下，脆性岩体内能聚集

更高的变形能，原位地应力高于塑性岩体，在诱发地

震发生之前，脆性岩体已经进入扩容状态，有效提高

了岩石体的渗透性能，促使了诱发地震活动，这也可

能是一个重要的诱震因素．

７　结　论

（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比较构造学

和解析构造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研究区深浅构造组

合特征进行了解析，建立了研究区二维地质构造与

水文地质结构模型．研究表明：紫坪铺库区位于青藏

高原东缘龙门山造山带的中段，茂县—汶川、北川—

映秀、通济场、安县—灌县和广元—大邑５条主干断

裂控制了本区的基本构造格架．库区附近的主干断

裂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使地表水体向深部渗流的通道

性，可能是一种断裂上盘破碎带导水、下盘地层及断

层核阻水的“下阻上导型”的渗透结构类型，这种断

裂渗透结构对孔隙压力变化下断裂的力学响应具有

重要的影响．在地质构造单元上，紫坪铺库体座落于

龙门山前缘拆离带内，该带在垂向上被三叠系雷口

坡组和嘉陵江组主滑脱面隔开，上、下两部分的沉积

地层组成及构造变形程度、样式等都存在着显著的

差异．同时，依据谷德振等对岩体结构的分类标准，

将研究区的岩体结构分为整体结构、层状结构和散

体结构三种类型，岩体渗透稳定性分为高、中、低三

个类别．岩体渗透稳定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

诱发地震活动对于岩性条件的依赖性．

（２）紫坪铺水库蓄水后，小震活动明显呈现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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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分布和丛集分布的特点．震中大多分布于库岸

周边１０ｋｍ范围以内且平行于主构造线呈ＮＥ向优

势分布．小震活动在水库西南侧、东北侧和坝址下游

９～１８ｋｍ的都江堰市幸福乡、中兴镇和聚源镇一带

丛集分布，在库体覆盖区地震活动非常少，几乎为空

白区．随水库蓄、放水过程的变化，小震活动亦表现

出一定程度的震中迁移特征．水库蓄水后，小震震源

深度优势分布在４～１０ｋｍ范围内，在通济场断裂

与安县—灌县断裂的深部汇聚区域震源分布最为密

集．同时，小震活动主要集中发生在脆性程度高、渗

透稳定性低的碳酸盐岩地层中，而在岩性较软弱、渗

透稳定性高的三叠系须家河组砂泥岩和煤系地层中

很少有地震发生．在水库蓄水后地震活动的时间响

应特征上，水库西南侧和东北侧两个丛集区的小震

活动可能属于“快速响应型”ＲＩＳ，而都江堰小震群

活动可能属于“滞后响应型”诱发地震活动．

（３）ＲＩＳ的发生不仅与库底先存断层等大型结

构面有关，而且还受控于断层与围岩的组合形式，以

及围岩体的岩石组合、岩性变化反映的岩体力学性

质与渗透性能不均匀性．基于此认识，本文将 ＲＩＳ

诱发机制的定量化模型分为２个层次：一是以孔隙

介质为载体的流体渗流对岩体变形和稳定性的影

响，由流固耦合形式的岩体变形与孔隙渗流模型进

行描述，此模型可反映岩体力学性质与渗透性能的

不均匀性及其对库水加卸载的变形响应上的差异；

二是对断层相关的ＲＩＳ定量研究则将水库附加水

头压力沿断层面（区）的扩散与断层库仑应力变化联

系起来．两种形式模型方法的结合将能对ＲＩＳ定量

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宏观的力学框架．

（４）ＲＩＳ的发生与库水加卸载及渗透过程中库

底岩体有效应力的变化密切相关，其先决条件是孕

震区构造应变能的积累已接近临界程度，在库水作

用下产生的弹性附加应力场、孔隙压力场和原地应

力场的叠加场与岩体变形场之间的耦合作用下，致

使岩体和断层面在特定的地段提前达到临界强度或

破裂失稳条件，促使累积应变能以地震的形式释放

出来．在以挤压为主的构造应力环境中，库体荷载作

用的结果一般会使库底断层更趋向稳定，而水库附

加水头压力扩散的效应则是促使断层趋向失稳，正

是这个矛盾双方相互制约与平衡的动态过程，控制

了断层库仑应力变化的取向，从而决定了ＲＩＳ时空

演化的特征．

由于紫坪铺水库距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汶川

犕Ｓ８．０级大地震震中的距离大约十几公里，大地震

发生后，有关紫坪铺水库蓄水是否会诱发汶川大地

震的问题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汶川大地

震的成核区域在地下约１９ｋｍ深处的脆韧性转换

带内，对于此深度范围内断裂渗透结构的变化、流体

状态及其运移特征等，目前我们还知之甚少．另外，

弹性力学方法已不适用于该深度范围的研究，这也

是本文把所有数值模拟观察点都布置在１０ｋｍ以

上的原因．对于发震活断层来说，脆韧性转换带对地

震孕育发生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特别是，地下流体

在转换带的作用，断层摩擦滑动与脆性破裂转化与

地下流体的耦合机制，是进一步研究中需要重视的

科学问题．对于有限分布的水库载荷来说，二维有限

元计算结果将会夸大水库的作用，尤其是水库重量

的作用，在条件具备时，有必要基于三维有限元模型

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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