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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位置與背景

• 2016-01-03 23:05:22 (UTC) 於

印度東北部靠近緬甸的因帕爾市

(Imphal)附近發生一起規模6.7之

強震，震央位置為北緯24.83度、

東經93.66度，地震深度為55公

里，屬淺深層地震。

• 地震位置處於印度與歐亞板塊的

交界地帶，地形上為南北走向的

縱谷，與兩板塊的碰撞有關。

• 此地區的地質構造相當複雜，在

本地震東南方及北方的斷層帶上

皆曾發生過規模七以上的強震，

是重要的地震災害潛勢區。



震度分布

http://earthquake.usgs.gov/eart
hquakes/eventpage/us10004b2n
#impact_shakemap

震度顯示此地震主要影響範

圍在印度東北部及緬甸交界

附近，尤其是地震東方因帕

爾市(Imphal)的盆地和臨近

山區的谷地，震度受到地形

沈積盆地效應的影響而放大，

震度推估約為麥氏震度的IV-

V級左右，屬中弱範圍，最

大地表加速度約 0.06g，可

能造成的損害輕微。



震度分級比較

Units ： gal = 1 cm/s2

1g ≈ 9.8 m/s2 ≈ 980 gal

Modified Mercalli Intensity Scale （麥氏震度）



喜馬拉雅山及西藏地區地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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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馬拉雅山及西藏地區地震分布

(From 曾泰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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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臨近地區之GPS速率及形變

• 緬甸區域的地質構造及地表運動極為
複雜，它夾在巽它(Sunda,屬歐亞板塊）
及印度兩陸塊之間，東側以走向滑移
的Sagaing斷層為界，西側的邊界約在
印緬山脈（ IBR）的西緣至Arakan
trench之間，往南大致可以跟巽它海
溝（Sunda trench) 相連，現在有學者
將此地塊稱為緬甸微板塊 (Burma
micro-plate)。

• GPS的速度從印度東北角沿著西藏東
部一路以順時針方向旋轉的方式在移
動，在Sagaing斷層上所量測到的滑移
速率約18 mm/yr，占整體剪切運動分
量的一半，的我們稱這個旋轉的節點
為Himalayan syntaxis。

• 這次地震則發生在IBR的西部。

GPS速度向量，以Sunda為參考
點計算。(Maurin et al., 2010)



Summary of Source Parameters

震源機制解

• 各方法所解出的震源機制都很相近，

顯示錯動以走滑為主，地震矩規模

(Mw)在6.6-6.7之間，破裂主能量的

深度位置約51-58公里處。

• 有兩個可能的斷層面，分別為南北走

向的右移斷層，以及東西走向的左移

斷層，壓縮軸(Ｐ軸)為東北西南，伸

張軸(T軸）為西北東南，震源機制解

及應力方向與過去發生在此處的地震

類似(e.g., Krishna_et al., 2000 )，斷

層面受到南北縱走的斷層所控制。

(a) Evt 2016-01-03 
(from USGS)

(b) Previous earthquakes (Socquet et al., 2006)

2016-01-03



緬甸臨近地區之地震分布及構造解釋

從位置及震源機制可
知，本地震並不發生
在隱沒板塊上，可能
是較淺處的板塊間碰
撞帶上斷層活動所致。

Tibetan 
Plateau

Sunda

(From 曾泰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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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知道更多名詞解釋
Coming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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