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4-15  M7.1日本熊本地震
16:25:06 (GMT time) 
01:25:06 (台灣時間,日+1)

Information compiled by

Committee on Education & Outreach, Taiwan Earthquake Research Center

TEC-CEO
Published on 2016/04/16

Version 1. 
2016/04/16



地震位置速報和震度分布 (日本氣象廳JMA速報)

2016/04/14 12:26 (UTC) 在日本

九州熊本縣發生一起規模 6.5、深

度11公里的地震，並造成9人死

亡、數百人受傷，古蹟倒塌，引

起大家的關注。

今日2016/04/15 16:25 (UTC) 即

日本當地時間 2016/04/16 01:25，

在同區域竟又發生了規模7.1之強

烈地震，震央位置在長崎以東約

90公里處，座標為北緯32.8度、

東經130.8度，同樣是深度約10

公里之淺層地震。震央附近最大

震度達6強級，傷亡不斷傳出。地

震距東北方臨近的阿蘇火山中心

僅30公里左右。

http://www.jma.go.jp/ 日本氣象廳

http://www.jma.go.jp/


主餘震地震分布

在此地震前分別有 04/14日 21:26 規模6.5 及 4/15日00:03分規模6.4的

兩起大地震，本日規模7.1地震發生後則可確認前兩天的地震應是前震，

本地震則歸為主震。

http://www.jma.go.jp/ 日本氣象廳

主餘震的分布大致呈東北西

南走向。位在益城町布田川

斷層與日奈久斷層的交會處

附近。

雖然4/14日的前震觀測到7級

的最大震度(比主震還要高)，

但主震震央區的平均震度仍

然較高(見下頁比較說明)。

http://www.jma.go.jp/


震度分布

日本氣象廳 http://www.jma.go.jp/

各個觀測點所紀錄之震度 推算之震度等值圖

(2016/04/16 M7.1主震)

最大震度為熊本縣的阿蘇區域和熊本縣熊本地區的6強級。

http://www.jma.go.jp/


震度分布

日本氣象廳 http://www.jma.go.jp/

各個觀測點所紀錄之震度 推算之震度等值圖

(2016/04/14 M6.5 前震)

前震最大震度達7級，位於震央東北方，但其他區域最大震度為6弱級。

http://www.jma.go.jp/


台灣與日本震度分級比較

Units: ガル = gal    ; 9.8 m/s2 ≈ 980 gal

台灣中央氣象局地震震度分級 2000-気象庁震度階級 (JMA Intensity Scale) 2009-

http://www.zenitaka.co.jp/solution/menshin/kiso-3.html

震度
参考加速度

cm/sec²
ガル

人間の体感・行動

0 0.8以下 人は揺れを感じないが、地震計には記録される。

1 0.8～2.5 屋内で静かにしている人の中には、揺れをわず
かに感じる人がいる。

2 2.5～8 屋内で静かにしている人の大半が、揺れを感じ
る。眠っている人の中には、目を覚ます人もいる｡

3 8～25
屋内にいる人のほとんどが、揺れを感じる。歩い
ている人の中には、揺れを感じる人もいる。眠っ
ている人の大半が、目を覚ます。

4 25～80
ほとんどの人が驚く。歩いている人のほとんどが、
揺れを感じる。眠っている人のほとんどが、目を
覚ます。

5弱 80～150 大半の人が、恐怖を覚え、物につかまりたいと感
じる。

5強 150～270 大半の人が、物につかまらないと歩くことが難し
いなど、行動に支障を感じる。

6弱 270～480 立っていることが困難になる。

6強 480～850
立っていることができず、はわないと動くことがで
きない。揺れにほんろうされ、動くこともできず、
飛ばされることもある。

7 850以上



日本Ｋ-ＮＥＴ強地動分佈
(2016/04/16 M7.1主震)

最大加速度分布 最大速度分布

http://www.kyoshin.bosai.go.jp/kyoshin/news/newsindex.html

http://www.kyoshin.bosai.go.jp/kyoshin/news/newsindex.html


日本Ｋ-ＮＥＴ強地動分佈
(2016/04/14 M6.4前震)

最大加速度分布 最大速度分布

http://www.kyoshin.bosai.go.jp/kyoshin/news/newsindex.html

http://www.kyoshin.bosai.go.jp/kyoshin/news/newsindex.html


Summary of Source Parameters
震源參數

資料來源 深度 規模

GCMT 12 km Mw = 7.0

USGS 12 km Mw = 7.0

IES 
(W-Phase)

10 km Mw= 7.0

JMA
(P波初動速報解)

12 km M = 7.3

各單位所推求的主震震源機制都

是走向滑移。有兩個可能的斷層

面，分別是東北西南走向的右移

斷層，以及西北東南走向左移斷

層。由於餘震分布(見下頁)及地

表斷層都是東北西南走向，應可

研判為右移斷層。

地震的none double-couple很

大，有可能是複雜破裂所引起，

除右移之外，還有些許dip-slip

分量。

地震深度均在10~12公里之間。

地震矩規模(Mw)為 7.0。

http://www.globalcmt.org/CMTsearch.html
http://earthquake.usgs.gov/

USGSGCMTJMA

http://tecdc.earth.sinica.edu.tw/FM/gWP/
http://www.jma.go.jp/

IES W-Phase

http://www.globalcmt.org/CMTsearch.html
http://earthquake.usgs.gov/
http://www.jma.go.jp/
http://www.jma.go.jp/


24小時內餘震分布圖
(2016/04/15 09:15-2016/04/16 09:15)

2016-04-15 16:25(UTC)
M 7.3

2016-04-14 12:26(UTC)
M 6.5

From NIED  (http://www.bosai.go.jp/)
USGS (http://earthquake.usgs.gov/)

24小時內的地震集中在熊本

附近的主要斷層帶上，呈良

好線性分布。

前震與主震之震源機制雷同。

http://www.bosai.go.jp/


地震規模-時間分佈

From NIED  (http://www.bosai.go.jp/)

24小時之內
(2016/04/15 10:15-2016/04/16 10:15)

過去一週之內
(2016/04/09 13:45-2016/04/16 13:45)

前震
主震

USGS

主震

http://www.bosai.go.jp/


間震期的地表形變

板
塊
隱
沒
方
向

菲律賓海板塊沿著Nankai海溝向西北隱沒至九州下方。
GPS於九州區域所量測的地表運動有明顯的變化。在扣
除Hyuganada的板塊耦合效應及火山擴張的影響後，
Beppu-Shimabara graben (B.S.G)上仍可見-120°N方
向上的速率變化，阿蘇火山以西的運動量明顯比西部低，
恰巧正是這次地震活動的位置。

(a) (b) (c)

(d)

Takayama and Yoshida [JGR2007]



歷史地震分布圖

日本氣象廳 http://www.jma.go.jp/

http://www.jma.go.jp/


日本熊本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4/14的M6.5地震發生在日本九州地區，熊
本縣上益城郡的益城町附近。該地點附近有兩條
主要的活動斷層，分別為布田川斷層帶與日奈久
斷層帶，而地震發生的益城町就位在兩條斷層交
會點的附近。這兩條斷層都是帶有少許垂直分量
（東南側抬升），以右移分量為主的橫移斷層，
同時屬於日本中央構造線(Median Tectonic
Line)最西段的部分。布田川斷層大致上由阿蘇
火山西側的山麓開始，約略以南偏西60度左右
的方向延伸，經過熊本市南方，然後沿著宇土半
島的北岸沿伸到上天草市附近，全長可達60公
里以上。日奈久斷層則是從益城町附近，約略以
南偏西30度左右的方向延伸，在八代市東側形
成明顯的山脈前緣，然後從日奈久溫泉附近出八
代海，並在水俁市西邊的八代海中分岔出許多條
分支斷層，全長可達80公里以上，在八代海中
的 分 支 斷 層 之 間 有 出 現 類 似 橫 移 伸 張
(transtension)的現象，可能也是形成八代海海
盆的原因之一。本次地震由震源機制解以及震後
的餘震分布，顯示其發震構造可能為一走向北偏
東約30度的右移斷層，因此很可能是由日奈久
斷 層 的 破 裂 所 造 成 。

Figure from:
http://www.jishin.go.jp/main/yosokuchizu/katsuda
nso/f093_futagawa_hinagu.htm(Summarized by  Dr. 徐澔德 J. Bruce H Shyu)



日本熊本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這兩條斷層的地形特徵相對來說頗為明顯。其
中布田川斷層在阿蘇山與益城町之間有形成明顯
東南側抬升的線型崖，而日奈久斷層在益城町與
日奈久溫泉之間的斷層線更是十分清楚。若以
Google Earth來看，在熊本縣宇城市的豐野町與
小川町一帶似乎還可以看到受到右移錯動的河流
與山地。根據日本地震調查研究推進本部
(http://www.jishin.go.jp)的資料，日奈久斷層帶
的中段與南段的平均地震活動週期大約介於一千
多年到一萬多年之間，中段的上次地震活動可能
在約二千年前，而南段的上次地震活動可能在約
九百年前，也有可能是西元744年歷史上有記錄
的肥後地震。至於可能產生這次地震的北段（高
野－白旗段），上次的地震活動時間發生在約一
千六百年前以後，可能是約一千二百年前，然而
其地震活動週期並不清楚。若是這次地震的確是
由這一段斷層破裂所引發，其地震活動週期也約
在一千多年，與其他段相當。至於布田川斷層由
於資料較少，目前只知道其平均地震活動週期大
約在八千多年到二萬多年之間，而上次地震活動
可能在約二千多年以前。

布田川斷層帶

日奈久斷層帶

Figure from:
http://www.jishin.go.jp/main/yosokuchizu/katsuda
nso/f093_futagawa_hinagu.htm

(Summarized by  Dr. 徐澔德 J. Bruce H Shyu)

http://www.jishin.go.jp/


InSAR 同震變形

繼4月14日的地震之後，日本時間4

月16日凌晨熊本地區再度發生了規模

達7.3 (Mw 7.0)的地震，顯示之前的

地震應該是這個地震的前震。這個最

新的主震發生在4月14日地震的略為

東北方，同樣是位在益城町布田川斷

層與日奈久斷層的交會處附近。

由4月14日地震後的InSAR分析結果

可以發現，這次地震不但伴隨有日奈

久斷層北段的右移錯動，布田川斷層

的右移錯動其實也同樣相當明顯，顯

示本次地震可能是由這兩個斷層同時

破裂所造成。

Figure from: http://www.gsi.go.jp/BOUSAI/H27-
kumamoto-earthquake-index.html

(Summarized by  Dr. 徐澔德 J. Bruce H Shyu)



地表破裂

根據日本學者中田高等人今(16)日實際到現場的調查結果，在益城町的下陳地區發現了疑似

斷層的地表破裂。這個地表破裂帶位於北緯 32°47‘50.82“，東經130°51’11.98”左右，

大致呈現北偏東60度的走向，具有大約1.5-2 m的右移錯動，以及大約0.5-0.7 m的垂直位移。

這個地表破裂的位置和特性大多數都與上面提到的布田川－日奈久斷層帶相符，因此幾乎可

以確定本次地震的發震構造就是這一個斷層系統。

Image from NHK 
( http://www3.nhk.or.jp/news/html/20160416/k10010
483111000.html)

(Summarized by  Dr. 徐澔德 J. Bruce H Shyu)



熊本地震與阿蘇活火山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在地震

過後，也傳出了阿蘇火山出現了些許

的火山活動現象。事實上，由於布田

川－日奈久斷層帶本身可以繼續向東

延伸，屬於日本中 央構造線(Median 

Tectonic Line)最西段的部分。在阿蘇

火山地區由於受到現代火山堆積物的

覆蓋，斷層的地形並無法辨認，但這

並不代表該段沒有斷層，反而可以說

阿蘇火山出現的位置 和它的活動也許

有部分也跟中央構造線的斷層活動有

關。由這次地震的餘震分布也可以發

現，在主震東北方有一系列的餘震，

位置就在阿蘇火山的火山口附近，或

許與地震後的火山活動有關，或是代

表了該斷層在阿蘇火山區域地下的延

伸活動。

(Summarized by  Dr. 徐澔德 J. Bruce H Shyu) Figure from NIED  (http://www.bosai.go.jp/)

阿蘇火
山區

http://www.bosai.go.jp/


房屋倒塌情況

http://ecom-plat.jp/



死傷狀況

累積目前(4/16日中午)約25人死亡、1600多人受傷。

http://edition.cnn.com/

日本消防和災難管理署表示，自上週五以來在熊本縣已有7,262人向375中心尋求庇
護，有20,000個自衛隊員部署到災區救援。

http://edition.cnn.com/


參考網站

美國地質調查所 (USGS) Hazard Program 
http://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

日本氣象廳 (JMA)
http://www.jma.go.jp/

防災科學技術研究所 (NIED)
http://www.bosai.go.jp/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TEC)主頁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index.php

近期活動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news_list.php?id=1

我想要知道更多名詞解釋 Coming soon~

http://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
http://www.jma.go.jp/
http://www.bosai.go.jp/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index.php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news_list.php?id=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