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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速報 (Fast report from CWB)

台灣時間 2016/05/31 13:23於臺灣東北部海域發生一起芮氏規模(ML ) 7.2有感地震，最大震

度為宜蘭、花蓮及南投部分區域的4級。震央在基隆市東北方約 73 公里，座標為北緯25.38度、
東經122.42度，地震深度為271 公里，屬於琉球隱沒帶之中深層地震。

http://www.cwb.gov.tw

CWB_Intensity_Map



震度分布

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

左圖展示全台數百個Palert強震站的震

度分布，星號為震央位置。宜蘭地區最

大震度為4級，台北至桃園地區震度為

3級。

動態圖:
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palert_m
edia/gif/2016/20160531052346_1.gif

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
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palert_media/gif/2016/20160531052346_1.gif


Focal Mechanism from full-waveform inversion
震源機制解

http://tecdc.earth.sinica.edu.tw/FM/

AutoBATS CMT (IES)

利用波形逆推求得地震的錯動形式、規模、及中心深度。
http://www.cwb.gov.tw

CMT (CWB) 



Focal Mechanism from full-waveform inversion
震源機制解

From http://rmt.earth.sinica.edu.tw/ Dr. Shiann-Jong Lee (李憲忠博士)

IES_RMT_Real-time Moment Tensor

註: 由於預算的格林函數限制，只能算到180km，所以此為速報解，並非RMT最終解。

http://rmt.earth.sinica.edu.tw/


震央附近之背景地震活動

本圖顯示2006/01/01-2016/04/30 規模大於3的背景地震活動資料(Data Source :CWB)。
將背景地震沿著南北向剖面投影，投影長度300公里。

星號為本次地震

本次地震



Summary of Source Parameters
震源參數比較

資料來源 深度 規模

CWB 271 km ML= 7.2

CWB(CMT) 259 km Mw= 6.4

RMT ----- Mw= 6.2

gCAP 254 km ML= 6.4

Auto BATS 259 km Mw= 6.3

USGS 245 km Mwb=6.3

震源機制解的地震能量中心深度落在
243-259公里之間，比氣象局速報深
度略淺。

地震矩規模(Mw)約為6.3~6.4。
芮氏規模相對較大，可能是計算ML所
使用的的高頻信號於深震衰減較弱所
致。

此地震的震源機制屬於正斷層形式，
呈現高角度的壓縮軸(P軸)及水平拉張
軸(T軸)。有兩個可能的破裂面，向東
或東北傾的斷層面，或是往西或西南
傾的斷層面。

與板塊隱沒方向一致的向下壓縮應力
(downdip compression)為板塊內地
震的特徵。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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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海槽-琉球隱沒帶震源機制特性

• 發生在宜蘭外海琉球隱沒帶的地震
可以分為幾種類型 (Kao et al., 1998)

C: 花蓮近海碰撞逆衝，地震的P軸(壓
縮)與板塊收斂方向一致

I: 隱沒板塊交界處低角度逆衝淺震，
斷層面與地震分布一致

W: 隱沒板塊上的深震(>~70km) ，T
軸(伸張)大多與隱沒傾角一致(即
downdip extension)，而地震W6
為P軸下傾(downdip
compression)

L: 側向擠壓型，部分與W型類似

• 本次地震位置及震源機制接近W6

板塊移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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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沒板塊與深部地震活動(班尼霍夫帶)的關係

板塊聚合時，地震不僅

發生在交界邊界上，也

會沿著下插板塊往地函

深部分布，此稱為班尼

霍夫地震帶。由於地球

物質在410-660公里深

度附近會發生礦物相變

並導致密度的變化，隨

著深度的加深，隱沒板

塊與周遭地函之溫壓變

化致使板塊承受之應力

(紫色箭號)也隨著改變。

(郭陳澔博士提供)



2016-05-31地震與琉球隱沒帶的關係

從地震深度及震源機制來看，2016-05-31基隆

外海地震可能類似前年2014-12-11 及1984-

02-13 (W6)的中深震，向下壓縮軸(downdip

compression) 暗示隱沒板塊可能比目前已知

的還深，需要進一步比對tomography確認。

1910年也曾發生過M7.8的中深地震。

Isacks and Molnar [1971]

events with
downdip
extension

events with
downdip
compression

410 km

660 km

2016-05-31

1910-04-12 M7.8

downdip
compression

(曾泰琳博士提供)



台灣東北釣魚台列嶼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台灣東北海域之釣魚台列嶼地區，在地
體構造上屬於琉球島弧弧後張裂的更後方的
大陸邊緣。釣魚台列嶼是火山岩島，在地體
構造及地質上，基本上與台灣北部陸地上的
大屯山、觀音山相似，應該與板塊隱沒作用
加熱造成的地函楔形體岩漿庫相關。另一方
面，這個地區也會發生與板塊隱沒作用相關
的地震：菲律賓海洋板塊往北隱沒到歐亞大
陸邊緣下方，在沿著隱沒板塊邊界上有頻繁
的地震，而其深度也隨著下插的菲律賓海洋
板塊，越往北約深。在釣魚台列嶼地區的地
震深度大約在100-120公里深，雖然是屬於
比較深層的地震，但是由於震央距離台北都
會區不遠，對於台灣北部還是有一定的威脅，
尤其是規模較大的地震。

From JCLee (李建成博士)

downdip
extension

down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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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31



隱沒帶導波效應

台灣東北外海90公里以

下的中層地震，震波傳

經隱沒板塊到台灣後，

大多有歷時較久、高頻

能量（4-10Hz)被放大

的導波特性，統計顯示

和淺層地震比，振幅被

放大約4-400倍。

(陳卉瑄博士提供)



更多的ＴＥＣ資源等你來用

我想要知道更多名詞解釋

我想要自己做地震速報

我想要了解這個地震附近的構造背景

 TEC 近期活動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TEC 主頁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competitionV2/index.php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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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index.php

Coming soon~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game01_location/index.html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new/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news_list.php?id=1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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