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solving the earthquake

宋德濡1 馬國鳳2 林彥宇3 吳逸民4

1University of  College London (UCL, UK)
2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3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4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台南地區大規模地震災害機制探討
• 此中規模中深度的地震 帶來如此大的災害 令人意外

*  破裂方向性
*  盆地效應 沈積構造
*  震源輻射型態
=> 大災害？

• 在 Palert 地震資料的分析中發現
在近台南永康一帶的地震資料 顯示一長週期高速度值地震波
CWB RTD 資料 在影像中 如NCREE 的報告所示
亦見此長週期大速度波相

• 此長週期速度波相 在工程上的速度脈衝 應該是造成台南如此大災害
的主要原因 因其反應頻譜 使其明顯超越設計規範

• 研究造成此長週期速度波相的力學 在未來地震災害的防災工作中 為
重要的課題

• 瞭解此波相的生成可能原因及機制



Palert即時地震觀測網 觀測到的長週期波相

長週期波相

震央



From NCREE



超越設計規範

NCREE



Slip distribution inversion only from teles‐seismic data
斷層長約 20 公里：雙向破裂 破裂方向的貢獻有限

Using only the teleseismic data the slip distribution is more concentrated.

謝銘哲 博士
中興顧問社



W21B  23.037417  120.311050 



彙整 Palert測站到時記錄長週期速度波相走時 相當一致
‐為主震地震發生的 P波及 S波後 波相 (S2)
‐走時曲線 速度介於 P波與 S波之間

暗示其有較大的視速度 較小的入射角
視速度 Va=Vo/(sin(io)),  => 近測站 較深震源

Low Pass Filter 1.1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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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Zhigang Peng)



事件二 離台南約5公里 深30 公里
Distance 5km, depth=30km 
W21B  站

主震 離台南約25公里 深16 公里
Distance 25km, depth=16km 

考慮 近台南W21B站 由主震及第二事件的合成地震波

初步分析顯示 在台南的大長週期速度紀錄 可能與近台南地區的深部事件有關

初步地震波模擬
速度構造：地表1.5 公里 低速層 Vs＝1.0km/sec, Vp=1.8km/sec

主震震源機制 Strike/dip/rake 271/41/17 



P1 P2 S2

近場資料解析 積分至位移記錄 以走時分析
＊雙主震事件 Two events scenario
P2‐P1~ 4 sec. Pause for 4 sec  
第二事件 在主震發生後四秒發生
S2‐P2~3.5s, 2nd Dist~21km  => A near‐field second event

＊主震單一事件 One event scenario
S2‐P1~7.5 sec
Vp~6km/sec, Vs~3km/sec, Dist~45km 

~ also about expecting 
arrival time of S‐wave



S, expecting P‐ S‐ from mainshock without pause (or 2nd event)P

W21B 合成地震波 主震單一事件

W21B  觀測記錄

以單一事件 主震的震源機制 除走時外 以波型的相似性 暗示有相同的震源機制



P1 P2 S2

近場資料解析 積分至位移記錄 以走時分析
＊雙主震事件 Two events scenario
P2‐P1~ 4 sec. Pause for 4 sec  
第二事件 在主震發生後四秒發生
S2‐P2~3.5s, 2nd Dist~21km  =>  近測站較深地震 以波型的相似性 暗示有相同的震源機制

＊主震單一事件 One event scenario
S2‐P1~7 sec
Vp~5km/sec, Vs~3km/sec, Dist~45km 

~ also about expecting 
arrival time of S‐wave



P            S1      S2

P            S1

M4.1 aftershock Palert Velocity hp 0.5

雙主震與近震央之餘震
Palert波型比較

• 主震記錄 在離震央25 公里後
明顯長週期訊號 (S2) 此訊號
在餘震4.1的記錄中 並未發現

• 顯示此長週期訊號 非場址效
應或沈積層中的反射訊號 應
為震源造成

• 此暗示 第二事件存在的可能
性

• 另 GPS 及InSAR 在此區域有異
長大變動量 （如下張圖示）

雙主震

餘震

？



Interesting NS pattern from InSAR near the 2nd event

W21B

2nd event?

InSAR (NASA)
NS vertical deformation
near station W21B



景國恩
2016/02/07

北部區域相關觀測

分量及方向
單一地震模型
無法解釋



W21B

Interesting NS pattern from InSAR near the 2nd event
And, this NW toward GPS movement is intriguing 



Paused 
2nd event?

2nd event, as a slip on the asperity with slip partition 
rupture (slipped or with a momentum to explain the 
InSAR uplift, but, with a pause of about 4 sec) 
toward north.  Or, a S‐wave triggered 2nd event near 
Tainan.  A 3D rupture pattern by both conjugate  
structure.

Basin bdry?

Huang et al., 2004

Paused 
2nd event?
Paused 
2nd event?

KuoChen, profile

S‐wave dynamic
triggered 
high angle thrust
2nd event?



結論
• 台南一帶觀測到的長週期速度脈衝 可能為靠近台南W21B東方約

五公里的 >20公里深的第二事件造成
• 此第二事件 有兩可能性

- 主震東西破裂面破裂至西邊 暫停約4秒
再以原震源機制依其破裂邊界西緣往南北方向破裂

- 以到時及波相分析 此第二事件 也可能為主震S波傳遞至W21B
東方約五公里處動態誘發的事件 其機制與主震類似
以其東西方向有較大分量 暗示其可能為南北破裂機制

• Palert主震附近的餘震與此雙主震記錄比較 暗示此長週期速度脈
衝應與震源有關 非構造效應

• 此結果 暗示在都會區下較深地震 （直下型地震）的效應 及其對
地震帶來災害的影響性 在工程上 須有所防備 (超越反應頻譜設計
規範)

• 感謝 Palert 即時及高品質的資料 以其非自由場及低價位的儀器
提供如此好的訊號

• 後續將以更多的觀測資料 驗證以上結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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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km 震央距內之測站

P S S2

Palert + BATS



P            S1      S2

P            S1      S2 (not well seen)

M4.1 aftershock Palert Velocity hp 0.5



Palert 1643    W21B  23.037417  120.311050   65.7   0.059814      0.059814      0.059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