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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提名书》是评审的基础文件和主要依据，

原则上应由提名者提供，以第三人称表述。正文文字使用宋体，不小于小四号，

行距不小于18磅，标题建议以黑体、仿宋为主。

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授予在防震减灾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

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及软科学研究中取得创新成果的个人和单位。包括

以下类型：

1.授予在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

大科学发现，获得关键技术突破，取得对防震减灾事业发展和地震科技进步具有

重要意义的创新成果的个人；

2.授予在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中，做出重大技术发明，完成重大科技创新，

取得显著提升防震减灾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并创造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创新成果的个人和单位；

3.授予将科技成果转化并推广应用于防震减灾事业，或将地震科学技术直接

推广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领域，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个人和单

位；

4.授予在软科学研究中，提出重大发展战略，完成重大政策研究，促进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融合，或推进科学知识普及，取得显著提高防震减灾科学管理和

决策水平的创新成果的个人。

提名者根据上面不同定位确定提名项目类型，有针对性地形成提名书材料，

突出重点。科普项目属于软科学研究类。

一、项目基本情况

提名者：中国地震局业务主管部门、地震系统各单位或专家。

项目名称：不超过30字。应紧紧围绕项目核心创新内容，简明、准确地反映

出主要科技创新内容和特征。科普项目应直接使用科普作品名称。

主要完成人：按贡献大小排序。

主要完成单位：按贡献大小排序，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类项目和软科学

研究类项目不用填写。

任务来源：按重要程度填写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不超过5项。

授权发明专利（项）：填写直接支持本项目科技创新内容成立的已授权发明

专利数目。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填写直接支持本项目科技创新内容成立的除发

明专利外的其他授权知识产权数目，如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



项目起止时间：起始时间填写立项、任务下达、合同签署等标志项目开始研

发的日期；完成时间填写项目整体通过验收、认定、审批或正式投产日期。

二、提名意见

不超过600字。提名者应认真审阅提名书全文，对科技创新点的创新性、先

进性、应用效果和对防震减灾事业发展及科技进步的作用进行概述，并对照《防

震减灾科学成果奖励办法实施细则》中的授奖条件，填写提名意见和提名等级。

中国地震局业务主管部门作为提名者，提名意见表应由主要负责人签名，并

加盖部门公章。

地震系统各单位作为提名者，提名意见表应由单位法人代表签名，并加盖单

位公章。

专家作为提名者，提名意见表应由提名专家签名。多名专家联合提名时，提

名意见内容可各有侧重，但提名等级应一致。

三、项目简介

不超过1页。应包含项目主要研究和技术内容、科学认识、技术进步、同行

评价、授权专利情况、创新价值、应用推广及效益情况等。

科普项目应客观、准确、扼要地介绍科普作品的受众、创新手法、表现形式、

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内容、发行情况等。

四、主要科技创新

1.创新点

不超过5页。该部分是提名书的核心内容，也是评价项目、处理异议的重要

依据。科学发现、技术进步或理论创新中的创新点按重要程度排序，客观、真实、

准确地阐述在创造性方面的归纳提炼，此部分不涉及评价内容。应以支持本项目

科技创新内容成立的旁证材料为依据（如：论文、专利、验收、实验结果等），

简明、准确、完整地阐述项目的立项背景和具有创造性的关键内容，客观、详实

地对比国内外同类技术的主要参数、效益及竞争力等。科普项目应阐述作品在选

题内容或表现形式、创作手法等方面的创新。

2.研究局限性或技术局限性

不超过1页。应简明、准确地阐述本项目在现阶段研究开发中存在的局限性

及今后的主要研究或攻关方向。

五、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不超过5页。介绍本项目应用的对象（如应用的单位、产品、工艺、工程、

服务等）及规模情况，通过本项目实际应用，对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地震基本业

务、地震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具体科技支撑作用及效果。



主要应用单位（包含是应用单位的完成单位）情况按下表格式说明，不超过

15个。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报

告

应用对象及规模

/报告采纳层级
应用起止时间 单位联系人/电话

应在附件中提供能证明本项目整体技术/报告已实施应用2年以上的佐证材

料。

2．经济和社会效益

不超过1页。应说明本项目在保障国家和社会地震安全、提高防震减灾科学

管理和决策水平、推动其他相关行业科技进步，以及在拓展地震行业影响力、提

升地震科技竞争力、提高公众防震减灾意识和技能、培养教育人才等方面所起的

作用，以及项目应用推广后产生的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主要介绍完成单位和“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中所列单位近2年应

用本项目技术所取得的经济效益情况。如技术合同收入（合同额和到账额）；企

业或其他单位应用本项目技术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升情况，与项目技术

应用有关的销售额，以及节约成本、降低能耗等情况。填写经济效益数据的，应

注明计算方式，并在“其他附件”中提交支持数据成立的客观佐证材料。如无经

济效益，只填写社会效益。

应在附件中提供能证明本项目整体技术已实施应用2年以上的佐证材料。

六、客观评价

限2页。围绕项目创新点的原创性、先进性、应用性和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

等进行客观、真实、准确评价。填写的评价内容要有客观依据，主要包括科学认

识的相互印证和与国内外相关技术的比较，国家相关部门正式作出的技术检测报

告、验收意见、鉴定结论，国内外同行在重要学术刊物（专著）和重要国际学术

会议论文集等公开发表的学术性评价意见，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等，可在附件中

提供证明材料。非公开资料不能作为评价依据。

七、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不超过8篇）

代表性论文（专著）不超过8篇，按重要程度排序。论文（专著）应在正式

刊物公开发表或出版2年以上，主要作者应为项目主要完成人。鼓励填写在国内

期刊发表的论文或国内出版的专著。

“他引总次数”“检索数据库”应依据检索报告填写，同时在附件提交检索

报告。在提名书其他部分出现的论文他引次数，必须是上述代表性论文（专著）

的他引次数。其他论文（专著）的他引统计情况不得列入或出现在提名书中。



项目第一完成人应在本表指定处签名承诺。

八、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不超过10件）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不超过10件，按密切程度排序。发明人（标准起草

人）应包括项目主要完成人。

应填写直接支持本项目科技创新内容成立的且已授权的知识产权，包括发明

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标准规范等。列表前3项应在附件中

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对于其他知识产权，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相应栏目，发明人一栏可不填。

项目第一完成人应在本表指定处签名承诺。

九、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附件所列验收、鉴定专家组成员不能作为完成人。提名一等奖的项目人数不

超过15人，提名二等奖的项目人数不超过9人，提名三等奖的项目人数不超过5

人。科普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应是对科普作品的创作做出直接贡献的主创人员。

对本项目的主要创新贡献：不超过200字。应具体写明完成人对本项目做出

的实质性贡献，并注明对应“四、主要科技创新”和“五、应用情况和效益”中

所列第几项贡献。与他人合作完成的科技创新，要细致说明本人独立于合作者的

具体贡献，以及支持本人贡献成立的证明材料在附件中的编号。

完成人应在本人签名处亲笔签名，字迹清晰。如因特殊情况而无法签名，应

由提名者出具书面说明，随提名书一并报送。

完成人的工作单位和完成单位应在“单位（盖章）”处盖章。如工作单位和

完成单位为同一单位，只需加盖一个公章；如为不同单位，两个单位公章应同时

加盖。所盖公章应与填写的单位名称一致（具有多个名称的单位，所盖公章应至

少与其中一个名称相同）。工作单位是国外单位的，可以不盖章。

十、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所列完成单位应为法人单位。

一等奖的项目单位数不超过10个，二等奖的项目单位数不超过6个, 三等奖

的项目单位数不超过3个。

单位名称：应与单位公章完全一致。不得填写非法人单位名称或单位简称。

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类项目和科普项目不填写此表。

十一、主要附件

电子版附件内容应与书面附件一致，以PDF或JPG文件提交。

1.代表性论文提交全文，专著提交封面、版权页、核心内容页和文献页。根

据需要，可补充代表性论文（专著）被他人引用的情况，包括引文名称/作者、

引文刊名及引文发表时间等，提供引文首页、引用页和文献页。



2.检索报告提交全文扫描件。

3.知识产权证明和评价证明提供复印件，应用证明需提供原件。

发明专利提交说明书全文（含摘要页、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其他类型的

提交证书或全文。

4.至少提供一份能证明本项目整体技术已实施应用2年以上的客观佐证材料

关键页，如验收报告、用户报告、销售或服务合同、咨询报告等。应用单位出具

的相应说明或证明可以作为佐证材料，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5.用于佐证应用情况和效益的客观材料，如：验收报告、用户报告、技术合

同、销售或服务合同、检测报告、咨询报告等。应用单位出具的相应说明或证明

可以作为佐证材料，但不要求必须提交，如提交，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填写经

济效益数据的，提交支持数据成立的客观佐证材料，如到账凭证或所在单位财务

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等。

6.支撑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客观评价及完成人学术贡献的其他证明材料。

软科学研究类项目和科普项目有关提名评审要求见《关于防震减灾科学成果

奖软科学研究项目提名评审补充说明》和《关于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科普项目提

名评审补充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

提名者 田勤俭、聂高众

项目名称 滇东北昭通-鲁甸断裂带活动性与地震触发滑坡研究

主要完成人
常祖峰、陈晓利、常昊、周庆、白仙富、安晓文、张彦琪、齐文华、
苏桂武

主要完成单位 云南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任务来源 中国地震局计划√、其他单位委托√、省局（所）立项√、自选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1. 地震行业科研专项相关专题-区域、近场和场地地质构造调查要求确定相关问题研究与地震地

质灾害评价技术要求研究（201408002)；

2. 地震行业科研专项相关专题-西部县市基础应急救援能力的区域差异(201208018)；

3. 云南省青年地震科学基金课题-基于 DEM 数据分析鲁甸地区地震滑坡的空间分布规律

( 2010010212)；

4. 云南省青年地震科学基金课题-滇东北重点地区地震人员死亡快速评估分析(201403)；

5. 云南省牛栏江堰塞湖永久性整治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K14-155）

6.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恢复重建区地震动参数研究报告（K14-160）

授权发明专利（项） 0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

（项）
0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4 年 1 月 完成：2018 年 12 月



二、提名意见

（适用于提名专家）



姓 名 聂高众 身份证号 110107196401131216

工作单位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职 称 二级研究员 学科专业 地震应急

通讯地址 北京朝阳华严里甲 1号 邮政编码 100029

电子邮箱 Niegz@ies.ac.cn 联系电话 13911526031

责任专家 是 □否

提名意见：
昭通地区不同震级的地震均可造成普遍而严重的地震滑坡，同震滑坡与地震相伴而生，紧密

相连，具有“小震大灾”的共同特征。要研究地震，就又需研究滑坡灾害。分析研究该地区地震

滑坡灾害成因和机理，成为公路交通、水电和房屋建筑等建设项目以及恢复重建等亟待解决的关

键课题。

项目团队在昭通-鲁甸灾区开展了地震滑坡发生规律的定量研究，应用相对滑坡面积比参数

来统计滑坡面积比和局部地形条件的关系。结果表明，该比值与三个地形变量高度相关，即坡度、

局部地形和坡向。同震滑坡多发生在坡度大于 30°~40°的地段，特别是超过 50°的河段。滑坡的局

部分布与地形起伏相关，大部分滑坡位于高差超过 400m的地段。面向南的边坡的东南部最容易

发生同震滑坡。该研究结果果对改善人民生活和居住环境、移民选址、滑坡治理等有着积极的实

用价值和理论意义。中国西部，与昭通地区具有类似地质、地形条件的还有甘肃南部的舟曲地区。

项目组有关滑坡易发性成因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分析舟曲地区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

易发性成因。研究团队针对鲁甸震区地震滑坡的成灾模式、致灾机理和主控因素等开展了量化研

究。评估结果可靠，方法简单实用，可为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地震滑坡灾害区划提供良好技术支撑。

提名类别：√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 提名等级：  一

□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  二

□科技成果转化推广 □ 三

□软科学研究

声明：本人遵守《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所提供的提名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本人已征求被提名者同意；作为提名者，本人同意在项目公示时向社会公布；

本人承诺根据需要参加答辩，接受评审专家质询；如产生争议，将积极调查处理；如

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按规定接受处理。

专家签名： 2021 年 5 月 25 日



三、项目简介

（限 1页）

昭通-鲁甸地区构造复杂，地震活动频繁，然而构造研究程度较低。经认真

的野外地质考察，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震区昭通-鲁甸等断裂带晚第四纪活动特征、

展布及构造意义。昭通-鲁甸断裂带由 3条断裂组成，最新活动时代 Q3~4。它位

于凉山活动块体 SE向运动的前缘部位，是凉山块体构造变形的主要载体之一，

昭通-鲁甸断裂带之于凉山块体，正如龙门山断裂带之于巴颜喀拉块体。昭通-鲁
甸断裂带晚第四纪活动的地质地貌证据和有关认识，是具原创性的研究发现。据

成果，将此断裂带的潜在震源上限由 6.5级提高到 7.0级，在鲁甸震区地震动参

数复核和红石岩堰塞湖整治工程等安评项目中得到应用。

昭通地区历次地震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崩塌、滑坡，造成严重的地表破坏。1917
年大关吉利铺 6 3/4级地震，在大关河峡谷地带形成连片的大规模坍塌、滑坡，

500多名滇军官兵悉数被埋。2014年鲁甸 6.5级地震触发数以千计的滑坡，最大

滑坡体积达千万立方米，滑坡致亡人数占比达 34%，滑坡尚造成交通阻断、河流

壅堵成湖。该地区滑坡与地震相伴而生，紧密相连。研究组开展了地震易发性成

因分析、致灾机理和主控因素量化研究。

①滑坡易发性研究认为：长期而强烈的地壳变形、断裂活动和频繁的地震活

动，导致岩体结构破碎和斜坡强度降低，为滑坡易发的内因；广布的玄武岩、碳

酸盐岩和河流侵蚀等，使得岩石风化强烈、河谷深切，巨大高差、陡峻地形、强

烈风化等是滑坡严重发生的外因。内、外因素的叠加是地震滑坡广泛发生的主要

成因。

②应用相对滑坡面积比开展了滑坡面积和地形关系的定量研究，结果表明：

该比值与坡度、局部地形和坡向 3个地形变量密切相关，滑坡多发生在坡度大于

30°~40°的地段尤其是 50°以上的河段；滑坡分布与地形起伏呈正相关，大部分滑

坡位于高差大于 400m的地貌部位；斜坡的东南部更容易发生同震滑坡。

③采用刚性块体模型的 Newmark方法，计算了斜坡的临界加速度，以此作

为地震荷载作用下边坡稳定性的测量指标比较这些临界加速度与已知滑坡体的

分布，对地震触发滑坡灾害进行了评价。经对比分析，得出的滑坡危险区与地震

诱发滑坡的实际分布相吻合，近 70%的滑坡位于高、中高危险区。此应用 PGA
结合地震滑坡敏感性分析的评价方法，能够对地震滑坡灾害进行可靠的评价，方

法简单且可操作性强，有望为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地震滑坡灾害区划提供积极帮助。

④探讨了红石岩、甘家寨特大型滑坡形成机制模型。对于红石岩、甘家寨

特大型滑坡，重点分析岩体结构、滑坡物质组成、地形高差、地貌（凹形、凸形）

等，分析得出红石岩、甘家寨两种不同的滑坡（崩塌）形成的力学模式和发生机

制。

研究组共发表断裂活动性、同震滑坡成因和地质环境分析等成果论文 19篇，

包括 SCI期刊论文 6篇，EI期刊论文 4篇。



四、主要科技创新

1.创新点

立项背景：

随着印度板块向北推挤的持续，青藏高原物质存在着挤压隆起和向周边挤

出的运动，远程边缘效应也逐步显著，最终导致羌塘块体、巴颜喀拉块体和川

滇菱形块体向东和南东挤出逃逸。GPS观测结果表明，经过川滇块体边界—鲜

水河—小江断裂带和巴颜喀拉块体边界—龙门山断裂带后，这种向东和南东向

运动图像仍在延续。由于块体变形响应，在川滇块体东侧形成了凉山次级活动

块体。新生代以来，大凉山块体的构造活动不仅表现为大凉山等断裂的活动，

还表现为轴向近南北向的褶皱缩短。从现今地球动力学背景看，昭通-鲁甸断裂

带位于凉山次级活动块体南东向运动的前缘部位，独特的构造部位和复杂的断

裂结构使之成为凉山次级活动块体构造变形的主要承载体，吸收、调节块体南

东向挤压运动变形和地壳应变，并构成了凉山次级活动块体的南部边界。龙门

山断裂与其类似，因受到巴颜喀拉山块体北东东向运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逆

冲兼右旋走滑运动，并构成巴颜喀拉块体的东部边界。它们都是青藏高原向周

边挤出引起的远程边缘效应的结果。因此，从这种角度上说，昭通-鲁甸断裂带

之于凉山次级块体，正如龙门山断裂带之于巴颜喀拉块体。昭通地区位于凉山

次级块体南缘，构造复杂，也是中国大陆内部地震活动最强的地区之一｡然而，

目前对昭通-莲峰断裂带的研究程度较低。要搞清该地区的地震构造背景和地震

危险性和危害性，急需深入开展断裂活动性研究。

2014年鲁甸 6.5级地震导致 617人死亡，112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 236亿
元。而且震区广泛出现了 1000余处滑坡，最大的有红石岩、甘家寨特大型滑坡，

体积均超过 1千万方。滑坡尚造成交通阻断、河流壅堵成湖，构成地震→滑坡→

堰塞湖→溃决次生灾害链。红石岩滑坡体堵塞牛栏江形成 2.6亿 m3的堰塞湖，

是唐家山堰塞湖的 4倍，对上、下游的居民和水电站构成严重威胁。甘家寨特大

型滑坡，造成 55 人失踪、3 人死亡，阻断昭-巧公路，并堵塞沙坝河形成短时堰

塞湖。鲁甸地震中滑坡崩塌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占比达 34%（皇甫岗等，2015）。
在历史上，该地区地震中多有广泛而严重的滑坡灾害发生。如 2012年彝良M5.6
､M 5.7级双震造成 81人死亡，诱发滑坡崩塌 448处，滑坡死亡占比达 74%（白

仙富等，2014）。更甚者，2006年昭通盐津 5.1级地震产生多处滑坡崩塌，造成

22死亡。1974年大关 7.1级地震，海口-马颈子一段发生大规模滑坡，高速滑动

冲顶到河流对岸河床以上 30m，阻塞河流形成大型堰塞湖。1917年大关吉利铺 6
3/4级地震中大关河峡谷地带形成连片的大规模滑坡崩塌，行走在峡谷中的 500
多名滇军官兵悉数被埋（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1995) 。由此可见，昭通地区

不同震级的地震均可造成普遍而严重的地震滑坡，同震滑坡与地震相伴而生，紧

密相连，具有“小震大灾”的共同特征。要研究地震，就又需研究滑坡灾害。分

析研究该地区地震滑坡灾害成因和机理，成为公路交通、水电和房屋建筑等建设



项目以及恢复重建等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

关键内容：

开展了昭通-鲁甸断裂活动性、展布特征研究；开展了地震滑坡致灾机理、

易发性成因分析、致灾机理和主控因素量化研究。

①断裂活动性特征和几何展布研究

通过详实的野外地质地貌调查和探槽开挖以及年代学测试，系统研究揭示了

昭通-鲁甸等断裂的最新活动时代、展布、活动习性。研究表明，该断裂带最新

活动时代为晚更新世~全新世活动，运动性质以右旋走滑为主兼具逆冲分量。

②滑坡易发性成因分析

对 2014年鲁甸 6.5级和 2012年彝良 5.6级、5.7级地震触发滑坡进行重点调

查，探讨该地区地震滑坡易发性的成因和地震滑坡与岩性、物质组成、岩石风化

程度、构造、以及节理裂隙发育等因子之间的关系。滑坡易发性研究认为：长期

而强烈的地壳变形、断裂活动和频繁的地震活动，导致岩体结构破碎和斜坡强度

降低，为滑坡易发的内因；广布的玄武岩、碳酸盐岩和河流侵蚀等，使得岩石风

化强烈、河谷深切，巨大高差、陡峻地形、强烈风化等是滑坡严重发生的外因。

内、外因素的叠加是地震滑坡广泛发生的主要成因。

③滇东北地震滑坡发生的致灾机理及主控因素的量化研究

不同区域的地震滑坡受到的主控因素不同。2008 年汶川地震通过强烈地表

变形释放的巨大能量使得滑坡在硬岩区和较硬岩区均广泛发育，地表破裂带所经

之处无坚不摧。这种震级作用下，岩性、地形条件等对滑坡形成的影响会受到一

定的屏蔽。对于滇东北地区而言，长期的地质构造作用及河流侵蚀、气候条件、

风化作用的影响使研究区的地表岩石破碎，地形地貌呈现高山深谷的特征，使河

流两岸附近区域成为地形高差巨大的区域。鲁甸、彝良地震滑坡初步的研究成果，

显示出地形地貌和岩性条件对滑坡分布的影响作用。2014 年鲁甸地震诱发滑坡

分布主要是沿着牛栏江、沙坝河、龙泉河两岸分布。

为定量研究滑坡发生的规律，应用相对滑坡面积比参数来分析滑坡面积比和

局部地形条件的关系。结果表明：该比值与坡度、局部地形和坡向 3个地形变量

密切相关，同震滑坡多发生在坡度大于 30°~40°的地段，特别是超过 50°的河段；

滑坡分布与地形起伏呈正相关，大部分滑坡位于高差超过 400m的地段；面向南

的边坡的东南部最容易发生同震滑坡，震源进程可能会对地形控制的地震滑坡分

布格局构成约束。

基于物理平衡原理的 Newmark滑坡模型，认为滑坡的发生是因坡体本身的



平衡条件发生变化而引起的，而坡体本身的平衡条件与其自身的物质组成及几何

形态密切相关。每个自然界中的坡体都有自身的临界加速度，当受到的外力超过

这个临界加速度后，坡体就会发生失稳。应用理论模型，我们对鲁甸震区的滑坡

危险程度进行研究，有效地从运动学角度解释在相同的区域中不同坡体受到的破

坏程度不同。采用 Newmark方法计算了斜坡的临界加速度，以此作为地震荷载

作用下边坡稳定性的测量指标比较这些临界加速度与已知滑坡体的分布，对地震

触发滑坡灾害进行了评价。

④探讨红石岩、甘家寨特大型滑坡的破坏模型。

对于红石岩、甘家寨特大型滑坡，重点分析岩体结构、滑坡物质组成、地形

高差、地貌（凹形、凸形）等，分析得出红石岩、甘家寨两种不同的滑坡（崩塌）

形成的力学模式和发生机制。

与当前国内外同类研究、同类技术的综合比较

①有关昭通-鲁甸断裂带晚第四纪活动、运动特征及其构造意义的认识，是

本次工作的原创性成果，改变了人们以往对该断裂带活动时代和运动特征不甚明

了的现状。

②项目组成员常祖峰等人对红石岩滑坡的形成原因和发生机制进行了分析：

在强烈的地震动情况下，斜坡整体产生往复运动，自下而上位移逐渐增加。因斜

坡上部位移大而下部位移小，层间将会发生相对运动，最终导致上部岩块相对于

下部岩块的逐级滑移、脱出，并伴随着层面之间的滑移运动，层间的接触面（层

理）逐步裂解、延展。如果地震惯性力足够大，就会出现凌空飞出的情况。这与

黄润秋等人（2008，2009）观察到的汶川地震中大光包、东河口滑坡现象非常类

似。上述有关形成机理的认识，是本次研究的创新点。项目组成员陈晓利数值模

拟研究表明，先存滑动面的存在是形成大型滑坡的重要原因，这与黄润秋等人的

认识是一致的，即深大崩滑体的发生是地层持续强烈地弯曲变形的结果（Huang，

2014）。

甘家寨特大型滑坡，为大型凹坡中下部发生的风化层滑坡。其形成过程可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地震力和重力的双重作用下四周地表土层向凹坡中轴

部的下部运动、聚集，斜坡下部所遭受的地震惯性力最大，其最先产生塑性变形

破坏而产生挤压膨胀变形。第二阶段，随着挤压塑性变形区进一步扩大，因斜坡

较陡，在斜坡的中部某个部位产生应力拉张区，表层风化层即产生拉裂破坏，随

着斜坡上无数小的滑动面逐步贯通，滑坡体旋即顺势快速滑出。这一形成机制具



有普遍性意义。2018 年金沙江白格特大型滑坡即位于这样的地形地貌部位上，

其形成机制与此类似。这一机制，也是本次研究的创新点。

③滑坡易发性研究认为：长期而强烈的地壳变形、断裂活动和频繁的地震活

动，导致岩体结构破碎和斜坡强度降低，为滑坡易发的内因；广布的玄武岩、碳

酸盐岩和河流侵蚀等，使得岩石风化强烈、河谷深切，巨大高差、陡峻地形、强

烈风化等是滑坡严重发生的外因。内、外因素的叠加是地震滑坡广泛发生的主要

成因。

在中国西部，与昭通具有相似地质、地形条件的尚有甘南舟曲。舟曲地区属

构造剥蚀山地地貌，高差巨大；区内分布有多条活动断裂；岩性主要有石灰岩、

板岩、碎屑岩、砂岩、页岩，风化强烈。舟曲是著名的滑坡、泥石流多发区。有

关滑坡易发性成因研究成果，对分析舟曲地区地质灾害易发性成因提供有益帮助。

2.研究局限性或技术局限性

研究揭示了昭通-鲁甸断裂带晚第四纪活动的地质地貌证据，给出了断裂带

组成和展布特征，并着重分析了其在区域活动构造搁架中的作用和地震危险性，

但对于断裂滑动速率尚缺乏深入研究。在地震滑坡、崩塌研究方面，虽然整体揭

示了滑坡（崩塌）发生的地域分布特征和各种区域性影响因素，但在量化研究方

面尚需进一步拓展。



五、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报

告

应用对象及规模

/报告采纳层级
应用起止时间 单位联系人/电话

1

中国电建集

团昆明勘测

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昭通市水利

水电勘测设

计研究院

《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恢复重建

区地震动参数研

究报告》、《红石

岩堰塞湖永久性

整治工程地震安

全评价报告》

红石岩永久性整

治工程抗震设计
2014至 2019年

吴小燕

0871-63062699

2

昭通市防震

减灾局

《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恢复重建

区地震动参数研

究报告》

鲁甸地震恢复重

建区工程建设、

房屋抗震设计；

2014至 2018年
贺丽晶

13378701006

3

鲁甸县防震

减灾局

《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恢复重建

区地震动参数研

究报告》

鲁甸地震恢复重

建选址、活动断

层避让、防震减

灾能力提升

2014至 2018年

李松

13887074009

4

巧家县防震

减灾局

《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恢复重建

区地震动参数研

究报告》

鲁甸地震恢复重

建选址、活动断

层避让、防震减

灾能力提升

2014至 2019年
冉正祥

13887100419

5

昭阳区防震

减灾局

《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恢复重建

区地震动参数研

究报告》

区域防震减灾能

力提升和鲁甸地

震恢复重建选址

等

2014至 2019年
夏维敏

13638802899

6

永善县防震

减灾局

《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恢复重建

区地震动参数研

究报告》

永善地震恢复重

建选址和防震减

灾能力提升

2014至 2018年
万仁艺

13887100569

7

曲靖市地震

局

《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恢复重建

区地震动参数研

究报告》

区域防震减灾能

力提升和鲁甸地

震恢复重建选址

等

2014至 2018年
彭国良

0874-3122905



2.经济和社会效益

①通过广泛而详实的野外地质地貌调查，较为系统地研究揭示了昭通-鲁甸

断裂最新活动时代、展布、活动习性和地震危险性，该项成果为今后大型工程设

施和建筑物抗断、避让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也为云南昭通地区地震活动性研

究、监测预报提供了重要的地震地质基础性研究成果。

②根据昭通-鲁甸断裂带活动性最新研究成果，将昭通-鲁甸断裂带的潜源震

源上限由 6.5级提高到 7.0级。成果在昭通市和曲靖市得到推广应用，在保障重

大工程、房屋建筑的安全运行和使用、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方面具有显著的社会效

益和减灾效益，对综合防震减灾能力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③有关地震滑坡成因、影响因素等研究成果对改善生活和居住环境、移民选

址、滑坡治理等有着积极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



六、客观评价

（限 2页）

昭通地区位于凉山次级块体南缘，断裂构造复杂，地震活动强烈，是中国大

陆内部地震活动最强的地区之一｡2014 年鲁甸 6.5 级地震导致 617 人死亡，112

人失踪，Ⅵ度区以上总面积 10350km2，造成大面积的房屋倒塌和工程设施破坏，

直接经济损失 236亿元。面对满目疮痍、一片狼藉的房屋建筑和千疮百孔的公路

等基础设施，为群众建立一个安居乐业、安全稳固的居住场所是党和政府的初心

使命。要搞清该地区的地震构造背景和地震危险性和危害性以实现从减少灾害损

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急需深入开展震区断裂活动性调查和地震滑坡研究。

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解译的基础上，借助精细的微地貌测绘、槽探开挖和年

代学测试等手段，重点揭示昭通-鲁甸断裂晚更新世~全新世活动的地质地貌证据；

研究断裂的最新活动时代、活动特征等；研究断裂构造的新构造演化历史，评价

昭通-鲁甸断裂在新构造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重新厘定区域构造格架；着重分

析近年来地震活动与断裂之间的关系，并对其未来地震危险性进行科学评估。

昭通－鲁甸断裂带主要由昭通－鲁甸、洒渔河和龙树 3 条斜列的断裂组成，

总体走向 NE，洒渔河和龙树断裂倾 SE，昭通－鲁甸断裂倾 NW，构成结构复杂

的逆冲断裂系。大桥边、北闸镇、光明村等地断错了晚更新世—全新世堆积，表

明断裂在晚更新世~全新世有过明显活动，运动性质以逆冲运动为主兼有右旋走

滑分量。昭通－ 鲁甸断裂带位于凉山次级活动块体 SE 向运动的前缘部位，独

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断裂几何结构成为凉山次级块体构造变形的主要承载体

之一，吸收、调节块体 SE 向运动应变，并构成了凉山次级活动块体的南部边界。

从区域构造部位和运动特征分析，昭通－鲁甸断裂带之于凉山次级块体，正如龙

门山断裂带之于巴颜喀拉块体。昭通－鲁甸断裂带在活动块体边界和区域构造格

架划分上具有重要的构造意义，同时也是滇东北地区重要的地震构造。据昭通-

鲁甸断裂带活动性的最新研究成果，将其潜在震源上限由 6.5级提高到 7.0级，

为此相应地提高了鲁甸震区的峰值加速度，其结果为中国第五代区划图所采纳。

有关昭通-鲁甸断裂的晚第四纪活动及其构造意义的认识，是本次工作的原创性

成果。以往人们对于该断裂带的活动时代和运动性质没有明确的说法。

2014年鲁甸 6.5级地震导致 1000余处滑坡，红石岩和甘家寨滑坡堵塞河流



形成堰塞湖，构成地震→滑坡→堰塞湖灾害链。红石岩堰塞湖蓄水量达 2.6 亿

m3，是唐家山堰塞湖的 4倍，对上、下游的居民和水电站构成严重威胁。在历史

上，该地区地震中多有广泛而严重的滑坡灾害发生。如 2012年彝良M5.6､M5.7

级双震造成 81人死亡，因地震滑坡死亡占比达 74%。2006年昭通盐津 5.1级地

震滑坡崩塌造成 22死亡。1917年大关吉利铺 6 3/4级地震中滑坡造成 500多名

滇军官兵悉数被埋。滇东北地震滑坡风险减轻已然成为公路交通、水电和房屋建

筑等建设项目以及恢复重建等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加强该地区地震滑坡灾害成

因和机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为定量研究滑坡发生的规律，应用相对滑坡面积比参数来统计滑坡面积比和

局部地形条件的关系。结果表明，该比值与坡度、地形和坡向三个地形变量高度

相关。同震滑坡多发生在坡度大于 30°~40°地段，特别是超过 50°的河段。滑坡

分布与地形起伏正相关，大部分滑坡位于高差超过 400m的地段。面向南的边坡

的东南部最容易发生同震滑坡。该研究结果果对改善人民生活和居住环境、移民

选址、滑坡治理等有着积极的实用价值。

课题组对红石岩滑坡的形成原因和发生机制进行了分析。强烈地震动情况下，

斜坡整体产生往复运动，自下而上位移逐渐增加。因斜坡上部位移大而下部位移

小，层间发生相对运动，最终导致上部岩块相对于下部岩块的逐级滑移、脱出。

如果地震惯性力足够大，就会出现凌空飞出的情况。这与黄润秋等人观察到的汶

川地震中大光包、东河口滑坡现象非常类似。该形成机理的认识，是本次研究的

创新。数值模拟的研究表明，先存滑动面的存在是形成大型滑坡的重要原因，这

与黄润秋等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即深大崩滑体的发生是地层持续强烈地弯曲变形

的结果。

研究认为，甘家寨特大型滑坡形成过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地震力和

重力的双重作用下四周地表土层向凹坡中轴部的下部运动、聚集，斜坡下部最先

产生塑性变形破坏。第二阶段，随着挤压塑性变形区进一步扩大，在斜坡的中部

某个部位产生应力拉张区并产生拉裂破坏，随着斜坡上滑动面逐步贯通，滑坡体

旋即顺势快速滑出。这一形成机制具有普遍性意义。2018 年金沙江白格特大型

滑坡即位于这样的地形地貌部位上，其形成机制与此类似。



七、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不超过 8篇）

序

号

论文（专著）

名称/刊名

/作者

年卷页

码

（xx

年 xx

卷

xx 页）

发表时

间（年

月 日）

通讯

作者

（含

共同）

第一

作者

（含

共同）

国内作

者

他引

总次

数

检索数

据库

1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the
failure of an unusually
largelandslide triggered
by the 2014 Ludian,
Yunnan,China,Ms=6.5
earthquake[J].Natural
Hazards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 (SCI)
Chang Zufeng, Chen
Xiaoli, An Xiaowen, Cui
Jianwen

2016,
16(2)：
497-50
7.

2016.2
Chang
Zufeng

常祖峰

陈晓利

安晓文

崔建文

2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oseismic landslides
triggered by the 2014
Ludian, Yunnan, China
Mw6.1 earthquake:
special controlling
conditions of local
topography[J].
Landslides,(SCI)Chen
Xiaoli，Zhou Qing，Liu
Chunguo

2015,1
2(6):11
59-116

8

2015.9
Chen
Xiaoli

陈晓利

周 庆

刘春国

3

Causes of unusual
distribution of coseismic
landslides triggered by the
Mw6.1 2014 Ludian,
Yunnan, China earthquake
[J].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SCI),Chen
Xiao-li, Liu Chun-guo,
Wang Ming-ming, Zhou
Qing.

2018,
(159) :
17-23.

2018.3
Chen
Xiaoli

陈晓利

刘春国

王明明

周 庆

4

Complex Seismic Focus
Structure and Complex
Seismic Focus Structure
and Earthquake-Triggered
Landslide Distribution:
Analysis of the 2014
Ludian Mw6.1
Earthquake in Yunnan[J].
ACTAGEOLOGICA
SINICA (English
Edition,SCI)CHEN Xiaoli
and LIU Chunguo.

2017,
91(2):7
33-734

2017.4
Chen
Xiaoli

陈晓利

刘春国



5

Amethod for quick
assessment co-seismic
landslide hazard: A case
study of the 2014 Ludian,
China Mw6.1 earthquake
[J].Bulletin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SCI)，
Chen Xiaoli, Liu
Chunguo, Wang
Mingming

2018
（4）：
2449–
2458

2018.6
Chen
Xiaoli

陈晓利

刘春国

王明明

6

昭通-鲁甸断裂晚第四纪

活动及其构造意义[J].

地震地质（EI）,常祖峰,

周荣军,安晓文,陈宇军,

周青云,李鉴林

2014,3
6(4):12
60-127

9

2014.1
2

常祖峰

常祖峰

周荣军

安晓文

陈宇军
周青云
李鉴林

7

红石岩与甘家寨特大型

地震崩滑体特征及其成

因[J].地震地质（EI）,

常祖峰,常昊,杨盛用,陈

刚,李鉴林

2017,3
9(5):10
30-104
7.

2017.1
0

常祖峰

常祖峰
常 昊

杨盛用

陈 刚

李鉴林

8

鲁甸 6.5 级地震崩滑地

质灾害分布与成因探讨

[J].地震地质（EI）, 周

庆, 吴果

2015,3
7(1):26
9-278.

2015.0
2

周庆 周庆

吴果

合 计：8 篇（其中：SCI5 篇，EI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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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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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主要附件

1．代表性论文专著（不超过 8篇）

2．检索报告

3.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前 3项

4．应用满 2年的佐证材料

5．应用情况和效益佐证材料

6．其他证明



关于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软科学研究项目提名评审补充说明

为了做好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软科学研究项目的提名、评审工作，按照《防

震减灾科学成果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对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软科学研究

项目的提名、评审工作补充说明如下：

一、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软科学研究项目评审范围暂限于专著、学术论文和

咨询报告。

二、软科学评奖范围暂根据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

参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 年 4 月）和《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的学科分类，软科学评奖范围包括：马克

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

闻学与传播学统计学；心理学；管理学；交叉学科。

三、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软科学研究项目的奖励范围包括：

以我国防震减灾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及相关重大问题为研究对象，所产

出的著作（含专著、编著、译著）、学术论文（推荐论文以学科分类领域有影响

力的期刊优先），以及咨询报告等。

四、提名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的软科学研究项目应当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

政策及正确的舆论导向，为防震减灾提供理论支持，为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发挥

智库作用。

五、按照《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励办法实施细则》所规定的防震减灾科学成

果奖的条件，提名评审的软科学作品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著作：要求独立完整的著作单独申报。丛书等不能作为整体申报。论文集

应以论文申报。

2.论文：围绕一个专题、以个人或课题组名义发表于同一刊物同一标题的系

列论文，可作为论文类成果整体申报。但围绕一个专题、发表时标题各不相同的

系列论文，不能做整体申报，只能选择其中的单篇论文申报。

3.咨询报告类成果，须提交实际应用部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中型以

上企业等）采纳或应用证明以及关于成果效果和社会影响方面的佐证材料。

六、提名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软科学研究项目的评奖标准：

政治标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研究导向。

学术标准：成果须具有原创性、开拓性，体现中国特色，在理论上有所建树，

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填补了防震减灾软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或推动防震减



灾事业发展。

学风标准：符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资料翔实、数

据准确，逻辑严密、方法科学，没有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争议。

实际贡献：成果的学术价值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重视和好评；或在解决放着

减灾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上有所贡献。



关于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科普项目提名评审补充说明

为了做好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科普项目的提名、评审工作，按照《防震减灾

科学成果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对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科普项目的提名、

评审工作补充说明如下：

一、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科普项目的评审范围暂限于科普图书、科普电子出

版物、科普音像制品、版权清晰的科普音视频作品(以下称科普作品)。

二、科普作品是指以普及科技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宣传科学思想、弘扬科

学精神为宗旨，以提高社会公众防震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为目的的公开出版、

发行或传播的科学普及作品。

三、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科普作品项目的奖励范围包括：

1．原创作品：是指作品所表达的科技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

神在国内外还没有其他科普作品将其作为主要表达对象进行创作；或者国内外虽

有科普作品对其进行了创作，但采用了与已有科普作品不同的创作手法、表现形

式进行创造性创作的科普作品。

2．编著作品：是指对其他科普图书、电子出版物等科普载体中的相关科技

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进行创造性的编著，形成独立体系的科普

作品。

四、下列各项暂不列入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科普项目的奖励范围：

1．科普论文；

2．科普报纸和期刊；

3．以外国语言文字撰写的科普作品；

4．国民学历教育的教材、实用技术的培训教材；

5．科幻类作品；

6．科普翻译类作品。

五、提名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的科普作品应当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

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准确、及时反映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动态。

六、提名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的科普作品在出版上应当符合国家《出版管理

条例》《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所规定的相关要求。

七、按照《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励办法实施细则》所规定的防震减灾科学成

果奖的条件，提名评审的科普作品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1．创新性突出：在保证防震减灾科学技术被准确、完整转述的基础上，在

选题内容或者表现形式、创作手法上有重要创新，使防震减灾科学技术经过科普

创作具有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表现形式，可读性强，从而使科技知识、科学方



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易于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

科普图书的成品质量应达到国家相关规定的合格品标准；科普电子出版物的

成品质量应达到同类产品中的优良品水平；科普音视频作品的成品质量应达到同

类产品中的优良水平。

科普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有较大的难度。

2．社会效益显著：防震减灾科普作品已公开出版发行或传播 2年以上，或

者其内容还被其他传播方式（如电影、电视传媒等）所采用，其普及面和阅读范

围在国内同类科普作品中处于领先水平，使科普作品介绍的科学技术知识等内容

被广泛认识和接受，促进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推动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并对防震减灾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起

到了直接或者间接的重要作用，由此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

3．对科普作品创作的示范带动作用明显：通过在选题内容或者表现形式、

创作手法上的创新，带动了相关领域的后续科普作品创作，推动了我国科普作品

创作事业的发展。

八、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科普作品项目的奖项仅授予个人。其候选人应当是

对科普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做出直接贡献的人员。

九、提名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的科普作品应当知识产权清晰，符合著作权法

的有关规定。凡存在知识产权争议的科普作品，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不得提名参

加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的评审。

十、提名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的科普作品项目，应填写统一格式的防震减灾

科学成果奖提名书。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如：

1．科普作品样本：提供出版的初版和最新版本。

2．发行量、再版次数证明：由出版社出具的作品发行数量、再版次数的证

明。

3．评价或应用的佐证材料：指国内外重要出版物中引用、评价该科普作品

的材料复印、打印件，及该作品的内容被其他传播方式使用的佐证材料。

4．被译为其它语种的作品样本：被译为其他语种的科普作品，应提供被译

为其他语种作品的样本。

5．有助于科普作品评审的其他证明材料。

十一、提名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的科普作品应当是 2016 年以后（含 2016

年）出版发行的作品。

十二、未作规定的其他事宜，按照防震减灾科学成果奖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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