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震
预
测
预
报
相
关
的
重
要
科
技
挑
战 

2
0
1
9

年

地震预测预报
相关的重要科技挑战

（2019年）

“地震预测预报二十年发展设计”工作组

定价：38.00元

责任编辑：赵月华

责任校对：刘  丽

装帧设计：思瑞博企划



（2019年）

“地震预测预报二十年发展设计”工作组

地震预测预报
相关的重要科技挑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震预测预报相关的重要科技挑战 . 2019 年 / “地震预测预

报二十年发展设计”工作组编著 . -- 北京 : 地震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028-4971-9

  Ⅰ. ①地… Ⅱ. ①地… Ⅲ. ①地震预测 — 研究— 中国
②地震预报 — 研究— 中国  Ⅳ . ① P315.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0781 号

    地震版  XM4181

地震预测预报相关的重要科技挑战（2019 年）

“地震预测预报二十年发展设计”工作组

责任编辑 ：赵月华   

责任校对 ：刘  丽

出版发行 ：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大学南路 9 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88421706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423029 传真 ：68455221
 http: //www.dzpress.com.cn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8 年 5 月第一版 201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92 千字

印张 ：4.5 
印数 ：0001 ～ 1000 
书号 ：ISBN 978-7-5028-4971-9/P(5674)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一、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中的地震预测预报问题 ..............................1

二、地震预测的科技需求 ................................................................................. 11

三、地震预测研究总体思路发展的需求 .......................................................21

附录1 从地震监测预报实验场到地震科学实验场 ...................................29

附录2 地震预报实验场：科学问题与科学目标 .......................................45

目  录





1

一、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中的地震预测预报问题

一、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中的地震预测预报问题

开展“地震预测预报二十年发展设计”工作，对推进地震预测预报业务的

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

一域”。唯其如此，我们把“发展设计”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包容的

过程，即通过不断的调研、沟通、讨论，进行观点碰撞，鼓励学术争鸣，培育

操作性共识，关注颠覆性技术。

发展设计工作的初步结果，是形成了《地震预测预报相关的重要科技挑

战》“白皮书”（2017版、2018版），现在的文本是这一系列的延续。“白皮

书”的文本采用了与发展规划相似的结构和风格，以方便与未来的发展规划进

行对接。但同时，发展设计又与发展规划不同：发展设计的关注范围更大、关

注的问题更偏于基础，既有地震预测预报研究，又有预测预报业务；既有地震

预测预报科技，又有预测预报“科技产品”的应用；既有眼下非常现实的工

作，也有现在条件下看来并不成熟的议程。发展设计也关注一些实施层面的问

题，但主要还是在战略层面，关注“发展议程”问题。

发展设计甚至试图形成一个符合现代科技发展趋势、符合中国国情、符合

地震预测预报科学规律的“地震预测预报的现代理论”框架。一个问题是，在

一个并不成熟的研究领域中，是否可能有理论。对此，我们的认识是，理论的

产生常常并不是在实际工作完成之后，而恰恰是在实际工作进行的过程之中。

理论的功能无非是把手头所掌握的（有时看上去彼此并没有什么联系的）东西

联结成一个逻辑自洽的框架，并且据此对未来可能得到的东西有所推测。因此

理论并不神秘，它要回答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现在和将来应该重点关注哪

些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议程”问题）；还有，为什么要关注它们、它们之间

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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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和实际工作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作用（如果不是“指导实

际工作”的话），但是，理论工作也绝不要梦想实际工作对你“言听计从”；

而即使实际工作对你“言听计从”，也不一定就能取得实效，因为在实际情况

下，好主意可能有很多，但决策只能有一个。在这个意义上，发展设计一方面

试图对地震局的决策提供参考；但同时，坚持不讨论具体的项目、工作、政

策、制度、改革，甚至在“提法”上也有意与目前的主流学术概念体系和行政

概念体系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做既不说明我们的理论探讨具有“超前性”，也

不说明我们的理论探讨“不符合实际”。玻尔说过：与一个正确的陈述相对立

的，是一个错误的陈述；但与一个真理相对立的，可能是另一个真理。发展设

计工作一方面要立足实际、从实际出发，力求在与实际工作的“相互作用”中

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坐冷板凳”的定力。如严复所说，“治学”与

“治事”，“惟其或不相侵，故能彼此相助”。

作为与《地震预测预报相关的重要科技挑战》“白皮书”（2017版、2018

版）的衔接，本章将两个“白皮书”中的重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相应于各时空尺度的地震预测预报，虽在能力提升方面尚

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却均对防震减灾工作有实际的支撑作用

长期地震预测通常是指时间尺度为十年的预测。与其他科学分支（例如气

象学）中的“长期预测”的定义不同，长期地震预测通常不是指一个较长的时

间以后的一个时间范围内发生地震的概率，而是从现在开始起算的一个较长的

时间里发生地震的概率，因而，通常所说的由于非线性效应（例如“确定性混

沌”或“自组织临界性”）而引起的长期预测的实质性的困难，并不简单地适

用于长期地震预测的情况。长期地震预测直接为十年或十五年尺度的“地震重

点危险区”的确定，并进而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 （简称“重防区”）的



3

一、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中的地震预测预报问题

确定服务，因而对减轻地震灾害损失风险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中期地震预测通常是指时间尺度为年的预测。中期地震预测的两个重要的

服务形式，一是三年时间尺度的“地震大形势”估计，二是年时间尺度的“年

度地震趋势会商”。这两种地震趋势估计对于有重点地加强防震减灾准备非常

重要，并且因其是一项长期坚持的、真正意义上的“向前预测”检验，而具有

不可取代的科学价值。

一次强震发生后对地震序列类型的判断和在“主震－余震型”序列的情

况下对余震趋势的预测（包括余震持续时间、最大震级、最可能地点等的预

测），具有相当的科学基础，对震后紧急救援行动的部署和震后重建的规划等

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短临地震预测包括短期预测（即对3个月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

震级的预测）和临震预测（即对10日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

测），目前还是一个科学难题。类似于1975年海城地震那样具有明确的“前兆

信息组合”的地震，仅占全部地震的一个非常小的比例。在一些罕见的幸运情

况下，依靠现有的观测手段和预测预报经验，可以对一些类型的地震进行某种

程度的短临预测预报。地震预测领域中对“一些类型”“某种程度”的短临预

测的重视，同震害防御领域中的活断层避让、地震监测领域中的地震预警系统

（EEWS）一样，与应急救援领域中“生命至上”的理念和“不抛弃、不放弃”

的原则是一致的。

（二）“近年来地震预测预报研究没有显著进展”的说法并不符

合实际

就全球尺度看，绝大多数强震分布在板块边界带上；就中国大陆的尺度

看，绝大多数强震分布在活动块体边界带上。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地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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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测预报问题的最重要的科学认识。现今中国大陆构造变形以活动地块运

动为主要特征，不同活动地块之间的运动、变形和深部结构等的差异主要集中

在各活动地块之间的边界带上，该边界带是我国陆区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强震

带，是强震孕育、发生的主体地带。根据有史以来地震记录的统计分析，100%

的8级以上巨大地震发生在Ⅰ、Ⅱ级活动地块边界带上，86%的7～7.9级大地震

发生在Ⅰ、Ⅱ级活动地块边界带上，显示了我国陆区的强震空间分布与活动地

块边界带紧密相关、震级越高与活动边界的相关程度越高、高层次的地块控制

高震级地震的显著特征。这是二十年来关于大陆地震及其预测预报问题的最重

要的科学认识。

二十年来科学上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对于一项短临预测研究成果究竟在

科学上有什么价值，已形成规范的检验标准。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概念，一是

环境干扰排除的规范，二是异常信息识别的判据，三是预测预报效能的检验。

按照科学规范的检验标准，通过震情会商，考察“疑似”的“异常”是否可能

具有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从而在出现一些“异常”或“预测意见”的情况下

能够做到科学分析、理性判断、及时处置、有序应对，也是社会对地震预测预

报业务的一个重要需求。

在地震预测实践方面，基于重点地震危险区的重点监视防御区，对7级左

右及以上地震的预测效果较好，近年来发生的7级以上地震，都处于十年尺度重

点地震危险区内。有监测能力地区的年度危险区对于6级左右地震的预测，准确

率达到64%。基于周、月会商工作机制，通过密切跟踪地震活动与前兆异常变

化，在约40%的6级地震发生前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实验性短期预测预报，但由于

其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正式上报的比例不是很大。此外，基于对地震过程的认

识和对地震的快速分析，已经有能力对地震序列类型和余震趋势做出比较好的

总体判断，从而帮助进行震后的救援、恢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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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对地震预测研究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在目前逐步形

成“品牌”的十年尺度重点地震危险区确定的工作中，震级的确定主要依据活

动构造块体边界带、强震破裂空段与地震空区、断层闭锁段与应力积累段的信

息，地震地质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发震地点的确定主要依据小震稀疏段、

地震丛集率、震源参数一致性、以及震级－频度关系系数（b值）的信息，地震

学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十年尺度发震时间的确定主要依据GNSS观测、垂直

形变观测、流动重力观测、跨断层形变观测的信息，大地测量学发挥了重要的

支撑作用。

（三）“国际科学界并不关注和研究地震预测预报”的说法并不

符合实际

地震预测预报问题一直是国际地震科技领域密切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国

际地震学与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IASPEI）分别于1991和1997年通过决议，支

持国际合作地震预报实验场项目。2005年，IASPEI通过决议，支持监测地球介

质动态变化的主动源监测工作。2009年，IASPEI通过决议，支持地震预测预报

研究和地震预测预报方法的科学检验。APEC地震模拟合作计划（ACES）、地

震可预测性研究国际合作计划（CSEP）等都是近年来较活跃的、直接面对地震

预测预报的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计划。

当代地球科学的学科交叉和集成带动了地震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也为向

地震预测预报这一世界性科学难题发起新的冲击创造了条件。新的观测技术和

实验技术给地震预测预报研究不断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地震科学经过一个多

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一个以观测为基础、理论体系较为完整、紧密结合实际的

科学领域。地球过程观测的长期优势开始显现，为做出新发现和回答很多久已

提出的科学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实验”的概念大大扩展，面向地球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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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可控实验与主动探测和密集观测之间的界限开始突破。高性能计算成为科

学数据处理和地球过程模拟的重要手段。所有这些都为地震预测预报的研究和

实践提供了新的发展的基础。

关于地震预测研究，媒体报道中颇多误导。例如，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

是，国际同行一般不研究地震预测问题。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差别：中文中

的“地震预测”或“地震预测研究”，与英文中的earthquake forecast/prediction 

(study)并不一一对应。国外研究地震危险性（seismic hazard），但不一定叫“长

期地震预测”；国外研究“时间相依的”地震危险性（time-dependent seismic 

hazard），但不一定叫“中长期地震预测”；国外研究余震概率（aftershock 

probability）或地震相互作用（earthquake interaction），却不用“地震类型和强

余震趋势预测”的提法；国外有人发展地震预测的统计检验，但认为这是和地

震预测“对着干”的。从更宽的领域看，国外专家搞的地震构造、地震物理、

地震活动性分析，在中文的分类中，都属于“地震预测研究”，但国外很多做

这些工作的专家，却断然否认自己的研究属于地震预测。一个综合了地质、地球

物理、大地测量研究、近年来迅速发展的领域，有时不太简洁地称为“地震孕育

全过程的面向预测的模拟”（predictive modeling of seismic cycle），事实上也属于

我们所说的“地震预测研究”。因此，看“实”不看“名”，就像中国的（吉祥

的）“龙”实际上并不是西方的（长着翅膀的、凶恶的）“dragon”一样，说国

际地震研究领域中事实上很多人都在搞地震预测研究，也不是夸张之语。

（四）地震预测预报业务是一个系统工程，亟待现代化的转型 

升级

短临地震预报目前仍是一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尽管如此，科学界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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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是，在科学上，要通过坚持不懈的探索，尽可能地扩展对地震的“可预测

性”（predictability）的科学认识；在技术上，要通过研发，最大限度地利用现

有的关于地震成因机理和地震预测预报的科研成果；在工程上，要综合性地考

虑现有的科技能力和社会需求，以求达到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风险的效果。

形成和不断提升与现代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地震预测预报能力，形成和

不断提升与防震减灾国家目标相适应的各类地震预测预报信息的科学、精准使

用能力，是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的主要

发展目标。

科技部于2009年以国标形式（GB/T 22900—2009）引入技术成熟度水平

（TRL）的概念，按照技术发展过程，将技术成熟度划分为9级。从基本原理

（TRL–1）、技术概念（TRL–2），……到通过验证的系统（TRL–8）、实际应用

的系统（TRL–9），需要经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发、应用试验、

实际应用的各个环节，即“科学到技术、技术到能力、能力到服务、服务到效

益”的转化。TRL最初是针对武器研制、航空航天等“大科学”工程提出的，

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地震监测预报。但是，借鉴TRL的概念和思路，及其背后的

系统工程的概念和思路，可给我们的发展设计以有益的启发。一定意义上，监

测预报领域的公共服务，也应逐步实现“应用一代、试验一代、研发一代、探

索一代”的发展方式。

地震监测和地震预测预报相关的公共服务，涉及到两个层次的技术成熟度

水平提升。就监测来说，一是从科学原理和观测设备到实际监测系统的转化，

二是从监测数据到分析结果的转化。就预测预报来说，一是从监测系统到监测

产出的转化，二是从监测产出到预测预报结论的转化。这两个方面、两个层次

的转化，都是以地震科技的发展为基础的。

地震预测预报的公共服务，反过来也可以从体系建设的角度，倒逼相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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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科技进步和观念转变。与例如军工、航天等大工业、大科技领域相比，不

能不说地震预测预报领域目前还存在诸多技术和观念上的不适应和相当大的改

进空间。在目前地震预测预报的语境中，只有2004年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与2014

年年度地震趋势会商的区别，而没有“2004版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与“2014版

年度地震趋势会商”的区别。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应

用的技术成熟度水平提升的概念，也没有很好地进入地震预测预报业务；从基

础研究到应用的“短路”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从公共服务“产品”的视角看，

这些方面的变革是必然的。

（五）地震预测预报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对一些广为接受的基本概

念的放弃或更新

通常所说的“长中短临”，更多地是经验性的、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考虑的

时间尺度。物理上，更值得重视的应是地震孕育的“晚期”或“临近”地震发

生的阶段所做出的预测预报。不同区域、不同震级地震的孕育时间不同，因此

地震发生前“临近”阶段的时间尺度也不同。地震震级越高，发震构造运动速

率越低，地震孕育过程就越长，相应的“临近”阶段的时间也就越长。经验表

明，类似于“短临前兆”的“临近”前兆，对7级左右和7级以上地震，出现的

时间远早于5、6级地震；对7级左右和7级以上地震，其“临近”前兆可能的持

续时间可达年尺度乃至更长时间。把针对强震的“临近”预测预报，以及围绕

“临近”预测预报的各个时间尺度、根据现有的科学认识能力和技术水平所采

取的防震减灾措施作为重点，是减轻地震灾害风险的必然要求。

尽管地震预测预报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物理预测预报，但在目前地震

预测预报的科学水平条件下，统计预测预报、经验预测预报、物理预测预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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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发展、优势互补，仍是一个现实的发展路径。在统计预测预报方面，要深

入研究地震活动概率的物理意义、确定方法与实际应用；深入研究地震预测预

报方法的统计检验问题，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开展“新参数地震

目录”研究，把地震统计的对象从传统地震目录扩展到新的地震目录。在经验

预测预报方面，要密切关注基础观测数据的可靠性问题，规范在分析观测数据

时核实异常与排除干扰的方法；深入研究预测与决策理论、博弈论的基本问

题，用于地震预测预报意见形成过程中的决策辅助；通过经验的总结、经验的

量化、经验的统计检验，对现有经验进行提炼和加工；进一步总结“场兆”和

“源兆”的行为特征，并建立相应的物理模型与分析方法；采用虚拟现实、可

视化等新技术，优化经验的形成和经验的训练过程；提供地震背景场信息产

品，服务于“异常”的识别；面向新的观测技术与方法，不断积累新的经验。

在物理预测预报方面，要根据新的“地球物理实验”的概念，开展面向地震预

测预报的科学研究，探索地震孕育的物理过程和不同阶段孕震特征；发挥观测

优势和观测资料积累优势，密切关注时变（time lapse）地球物理过程的研究；

面向地震断层带的物质结构和力学性能，结合地震震源区的结构和物性，联系

震源区的流体和热过程，开展从微观到宏观的“广谱”观测研究，理解地震的

机理，探索地震预测预报问题；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多尺度、多单元相互作用

的地震模型中地震活动和地震前兆的行为，为地震预测预报实践积累经验；根

据不同地区的地震孕育和发生的具体模型，根据对前兆与应力场的关系（“场

兆”）、前兆与发震断层的“失稳”的关系（“源兆”）的理解，确定“目标

地震”的“预期前兆”的观测、监测和预测检验方案。

防震减灾科技中，一般将预测作为科学界内部关于地震趋势的判断，将

预报作为根据科学判断通过政府传递给社会的信息，这个约定与其他领域不尽

相同。值得指出的是，在地震预测预报业务的“需求侧”，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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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的进步，给地震预测预报的应用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例如，在没有“灾

害情境构建”技术的条件下，公众对地震预测预报信息的应用只能是“大而化

之”的。在没有地震预警（earthquake early warning）技术的条件下，人员疏散

是对短临地震预测预报的最有效的响应对策，但同时虚报的负面影响也随之而

来，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愈加严重。然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这种情

况开始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信息时代，“精准信息”与“精细信息服务”之间

的区别愈加明显，就是说，恰当地使用不够精准的信息，仍可以根据服务对象

的需要提供精细的信息服务；相反，精准的信息如果使用不当，也达不到精细

服务的要求。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众对减少地震造成

的损失的要求、对减轻地震灾害损失风险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各类地震预测预

报信息的针对性、时效性、科学性和透明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地震预测预报相

关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体系化、精细化、个性化，已成为可以预见的发展

趋势。这就需要我们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地震预测预报的观念和由这些观

念所产生的习惯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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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震预测的科技需求

在2017年版《地震预测预报相关的重要科技挑战》“白皮书”中，讨论了

目前地震监测预报工作的重要实践议程，包括：（一）以大陆强震动力学为基

础的中国大陆7、8级地震中长期危险性预测；（二）旨在把握强震发展趋势的

地震大形势预测；（三）以多学科地震“前兆”异常变化为基础的短临地震预

测预报探索；（四）以序列类型判定和强余震趋势预测为基本内容的震后趋势

预测预报；（五）针对重点监视防御区、年度危险区的“观测密集型”震情跟

踪实验；（六）新的会商机制；（七）地震预测预报业务信息化；（八）可操

作的中国地震预报。“白皮书”讨论了地震预测预报研究探索的重要科学议程，

包括：（一）强震区深部地球物理场和地球化学参量的基本背景的探测、地球物

理场和化学参量的动态演化特征；（二）主要发震断裂的分布特征与活动习性、

中长期地震活动特征；（三）地震“前兆”机理与识别判据、地震孕育和发生过

程的物理模型与数值模型；（四）水库诱发地震、矿山地震、火山地震研究与

“新型地球物理实验”；（五）国家地震监测预报实验场；（六）分布式统一

地震预报实验；（七）电磁卫星等空间对地观测的应用研究。

在2018年版《地震预测预报相关的重要科技挑战》“白皮书”中，讨论

了地震预测对观测仪器和观测系统的新的需求与挑战，包括：（一）数据密集

型近震源观测实验；（二）颤动事件的观测研究；（三）断层强度的度量与断

层应力水平的度量；（四）距下次破裂的时间和阶段确定；（五）设定断裂的

“面向预测的监测和模拟”；（六）地震预测实验场的“协同分布式实验”

（CDEs）；（七）与深钻结果相适应的前兆监测；（八）与短临预测配合的

EEWS+；（九）与短临预测配合的次生灾害防范。其中部分内容与2017年版中

的重要科学议程有所重叠。“白皮书”还讨论了地震预测预报的公共服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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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建议了地震活动性信息、地震速报、地震应急处置科技支撑信息，十年

地震危险区与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年度地震危险区、地震序列类型判定和强

余震趋势估计、短临预测与重点时段重点地区震情跟踪监视、地震预测预报的

评估等3+5类公共服务，建议了项目名称、公共服务的法律与政府职能依据、直

接服务对象、作用、服务的表现方式、提供途径、能力现状、服务质量评估的

定量指标、服务使用方式的政策建议、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建议等十项内容。

作为参考，2017年版“白皮书”提供了《国家地震科学技术发展纲要

（2007—2020年）》提出的与地震预测预报有关的重点领域、发展思路和优先

主题（附录5）、IRIS战略研究报告（2008）提出的与地震预测预报有关的重要

科学问题（附录6）；2018年版“白皮书”提供了《国家地震科技创新工程》中

与地震预测预报直接相关的“解剖地震”计划（附录2）、“十三五”地震监测

预报发展规划（附录3）。

这里，作为前述讨论的继续，重点讨论地震预测的科技需求1。

（一）地震地质科技需求

强震多发生在已有断层上，这一说法当前至少对于中国大陆大多数强震来

讲是正确的，因此地震地质是地震预报非常重要的研究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1 作者：整体工作：邵志刚、周龙泉；各学科负责：武艳强、吕坚、冯志生、孙小龙、程佳；

其中，测震学科参加人员：宋美卿、郑建常、谭毅培、李丽、王晓山、张辉、冯建刚、赵小

艳、王芃、徐晶、刘月、邹镇宇、余大新、王振东、查小惠、尹晓菲、洪德全、马婷、邓莉；

形变学科参加人员：闫伟、马栋、李瑞莎、占伟、陈长云、季灵运、冯蔚、刘晓霞、刘琦、王

静、张璇、叶庆东、赵静旸、庞亚瑾、郭博峰、郑智江；重力学科参加人员：陈石、王武星、

胡敏章、韦进、王新胜、刘子维、张晓彤、江颖、张坤、李盛、陈丽、李红蕾；电磁学科参加

人员：何康、方炜、陈斌、袁洁浩、谭大诚、张学民、汤吉、姚丽、倪喆、解滔、姚休义、何

畅、王粲、陈双贵、苏树朋、宋成科；流体学科参加人员：司学芸、周晓成、杨鹏涛、王俊、

王博。相关工作得到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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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主要有如下需求：①发震构造确定；②断层几何性质；③历史地震、

古地震和断层运动特征。

1. 发震构造确定

自2013年芦山7.0级地震后，中国大陆地区发生了多次6级以上浅源地震，

但其中一半以上在地震发生后才确定发震断层，例如，2013年7月22日甘肃岷

县－漳县6.6级、2014年8月3日鲁甸6.5级、2014年10月7日景谷6.6级、2015年7

月3日新疆皮山6.5级、2016年1月21日青海门源6.4级、2017年8月8日四川九寨沟

7.0级、2017年8月8日西藏米林6.9级地震等；震后去确定这些地震发震断层的走

向、倾向，并给出了一些新的断层命名，例如包谷垴断裂、树正断裂等，而且

有些地震是7级左右地震。上述震例表明当前6级以上地震的发震构造确定与实

际地震预测需求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地震预测特别需要在震前明确潜在震源

区，至少6级以上地震的发震构造应相对比较明确。

2. 断层几何性质

潜在震源区具体断层段的断层三维几何性质，对于地震预测特别重要，具

体是指断层走向、倾向、滑动角。例如，在以地壳变形观测为约束来反演断层

运动特征时，断层的走向和倾向如果有相对可靠的结果，将大大提高反演的效

率和精度；在利用数值模拟分析断层应力累积变化过程时，断层走向、倾向、

滑动角均对结果有非常大的影响。

3. 历史地震、古地震和断层运动特征

地震预测研究有两个基本理论模式，即震级可预测模型和时间可预测模

型，在实际预测预报实践中依据不同资料这两个预测模型均有较广泛的应用，

而应用基础则是相对明确的历史地震、古地震和断层运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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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地震和古地震研究，可以确定具体断层强震原地复发周期和最近

强震离逝时间，以此来进行具体断层段孕震早、中、晚阶段的初步判定。这也

是断裂带上强震破裂空段（一类空区）的判定基础，而强震破裂空段是长期地

点预测最重要的判定依据。

根据现今断层运动反演结果，结合最新地质时期断层运动特征和最近强震

离逝时间，可以定量判定断层闭锁程度、断层位移亏损量，进而给出震级和地

点的长期预测结果。

4. 断层模型构建

断层模型是指围绕特定研究区系统收集整理包括断层的几何学、运动学、

动力学等基础信息，结合地震地质资料、地球物理探测、地震学、钻孔等资

料，确定研究区的断层系统信息。断层模型包括断层的类型、分段及长度、滑

动速率、历史地震及断层在地表以下的空间三维结构等信息，也包括已有资料

的可靠性和丰富性评价等。随着新资料、新认识、新方法、新理论的不断汇集

引入，断层模型的版本需要及时升级以确保模型的日臻完善。

（二）动态场研究需求

在上述变形模型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约束是地球物理场的观测资料，根

据观测目标可以分为地壳变形速度场、壳幔密度场、壳幔热力学场等方面的数

据同化和针对地震预测的研究产出，具体需求是构建统一大地测量模型、统一

壳幔密度模型、统一壳幔热力学模型。

1. 统一大地测量模型构建

从传统大地测量到现代大地测量，其成果产出被广泛应用于地震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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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统一大地测量模型，将微波测距历史资料、连续GPS、流动GPS、

InSAR、钻孔应变（含激光应变以及发展中的光纤应变）、水准资料、跨断层观

测（跨断层水准、跨断层基线、红外测距等）、定点形变资料（体应变观测、倾

斜观测等）等大地测量观测资料进行数据同化，产出可靠的区域地壳速度场、

应变率场、同震位移场等基础研究资料。近年来，大地测量模型的概念已经从

传统的静态模型向动态模型发展，由个别观测手段向多观测手段融合发展。

以GPS资料为例，不同研究目标所需观测密度不同，针对中国大陆地震预

测研究需要基于地壳变形观测应开展如下研究工作：

1）现今板块边界作用方式及其地壳变形影响

板块运动作用方式主要包括持续加载作用和板块边界强震影响。对于印度

板块、菲律宾海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具体板块作用方式和调整过程，目前震情

跟踪中所用的连续GPS长基线的方式比较片面，很难定量确定具体板块边界动

力作用，主要是因为缺少相关观测。例如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陆陆碰撞作用下

的喜马拉雅弧两侧的GPS观测空间覆盖均比较差，更不要说长时间连续观测资

料，所以震情跟踪中只能利用几条基线来分析印度板块边界动力作用。

2）现今活动块体细化与变形特征

对于活动块体的整体刚性运动特征描述，至少需要台间距50 km的连续GPS

观测。而对于活动块体变形机制的研究，需要连续GPS覆盖从板块边界到具体

块体之间的区域。对于活动块体内部具体连续变形或非连续变形，则需要至少

密度达到20 km左右的连续观测或流动观测。

3）现今断层变形特征与断层物理性质确定

GPS 观测到的地壳变形速率是反演现今断层运动特征有效的观测约束。

美国南加州重点地区GPS站点密度达2 km左右（其中连续GPS观测密度6— 

8 km），得到断层运动反演结果空间分辨率较理想，弹性孕震层2—5 km、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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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10—20 km。现今中国大陆地区观测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但要达到美国和日

本的监测能力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比较现实的监测方案是针对重点断层段做跨

断层加密剖面观测，剖面测点数15—20，台间距由断层附近的2—5 km到远场的 

20 km；剖面间沿着断层走向布设20 km台间距的加密观测，这些台距离断层最

好能在10 km以内。上述方案，经过理论测试基本能满足识别7级以上地震凹凸

体的研究需求。

对于确定断层物理性质，更需要基于断层运动速率的动态演化过程，至少

需要上述跨断层剖面观测中的GPS测点均是连续观测，且连续观测时间需5年 

以上。

4）现今壳幔粘滞结构

壳幔深部动力作用的研究基础是壳幔粘滞结构的确定，而现今粘滞结构确

定主要应用两方面地壳变形观测资料：一是区域地壳变形速率可给出壳幔长期

粘滞系数，台间距20 km左右；二是震后地壳变形位移，给出壳幔短期粘滞系

数，最好震源区近场和远场均有较好的覆盖，而且最好震前有两年以上观测资

料以用于去掉区域背景地壳变形的影响。

只有区域壳幔粘滞结构相对比较准确，才能做好强震震后影响、区域长期

构造作用、板块边界动力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大地测量模型构建是针对中国大陆西部调研的科技和

监测需求，但对于区域地壳变形速率和断层运动速率都很小的中国大陆东部地

区，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

2. 统一壳幔密度模型构建

2008年汶川8.0级地震后，流动重力观测异常成为年度危险区判定的重要依

据。从观测物理量来讲，重力观测变化是荷载变化（比如壳幔物质的密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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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而重力观测本身同样需要数据同化，给出统一区域壳幔密度模型。

现有重力观测有流动重力、固定重力台站、卫星重力等观测，不同观测各

有优缺点。例如，卫星重力时间采样率较高，所以观测精度高，但空间分辨率

很差；流动重力空间分辨率高，但由于观测周期较长和流动观测仪器本身的原

因导致观测精度较差。所以需要从观测、数据处理和结果解释方面构建区域壳

幔密度模型，在此过程发挥不同观测资料优势，明确区域水文模型和密度变化

物理机制，明确密度变化的构造因素，进一步分析密度变化与强震孕育发生间

关系。在此过程中确定的区域水文对分析地壳变形资料非常重要，例如，华北

地区大范围地下水开采引起的地表沉降对地壳变形影响如果能确定，对GPS、

水准、定点形变、定点流体等观测资料的分析至关重要。

3. 统一壳幔热力学模型构建

汶川地震后，流动地磁观测异常成为年度危险区判定的重要依据，尤其是

在南北地震带和天山地区，年度地点预测的映震效能比较好。岩石圈磁场变化

从物理机制上来讲，存在流磁、压磁、热磁等成因，热磁效应可能反应壳幔温

度场的变化情况，压磁效应可能反应壳幔应变场调整过程，流磁效应可能反应

壳幔流体调整过程。

对于地球内温场的观测，目前至少涉及流动地磁场、流动地球化学、温泉

点、卫星观测等不同时空尺度的观测，需要不同类型观测资料进行联合解译，

分析壳幔热力学环境作用和动态调整过程。

4. 统一壳幔应力应变模型构建

在区域地壳变形资料同化基础上产出区域地壳速度场、应变率场、强震

位移场等基础研究资料，进一步明确现今板块边界作用方式及其地壳变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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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现今壳幔深部动力作用方式及其地壳变形影响、现今活动块体细化与变形

特征、现今活动构造历史演化与现今变形特征等，以此研究中国大陆及其内部

主要构造区动力学作用和调整过程，即明确场源结合中场的动力作用与强震孕

育发生之间的关系。从长远来看，需要构建中国大陆地区统一壳幔应力应变模

型，在三维壳幔应力场和应变场动态变化过程中研究大陆型强震孕育发生的物

理机制；期望“场源结合，以场求源”中，“场”的动态变化所反映的动力学

过程进一步明确。

（三）震源研究需求

近年来，国际上的一些强震发生后总有很多研究结果表明，震前震源区很

多观测现象是可以用于地震预测的，例如，2010年智利8.8级、2011年日本9.0

级、2014年智利8.1级、2015年尼泊尔8.1级等地震做出了较好的长期地点和震

级预测。系统梳理相关研究，按照方向可以分为如下几类：①强震破裂空段确

定；②断层运动特征；③断层应力特征；④震源震前异常特征。其中关于强

震破裂空段前已述及，本节主要阐述断层运动、断层应力和震源异常的研究 

需求。

1. 断层运动研究

强震往往发生在活动断裂带上具有高应力积累的闭锁段或者凹凸体段，强

闭锁段或凹凸体通常表现为高应力、相对闭锁的习性。因此，断层运动的研究

已经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并认为这可能让地震研究开始向着类似天气预报

的研究方式迈进。断层运动特征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识别凹凸体的几何位置和断

层闭锁程度，根据断层强闭锁导致的地壳变形特征、小地震分布特征和流体地

球化学观测现象等，研判中长期危险区的发震紧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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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壳变形观测约束反演断层运动的监测需要和研究需要前已述及；测

震学主要涉及中小地震重新定位和重复地震两部分工作，其研究方法相对比较

成熟，但中国大陆地区测震监测能力差别较大，至少应达到现今川滇地区的监

测能力，最好能达到科学台阵的监测能力；而流动地球化学是否能在预测业务

中发挥有效作用，在开展大范围应用前，仍需从监测、数据处理、机理解释等

方面深入开展研究工作。

2. 断层应力研究

已有震例表明，强震发生在断层强闭锁段，震源区震前处于高应力状态，

且应力持续升高。因此，在跟踪背景重点地震危险区过程中，需在分析断层运

动状态基础上重点关注震源区应力状态的动态变化；具体工作内容包括断层库

仑应力累积水平和测震学参数动态跟踪。

断层库仑应力计算结果的可靠性依赖于断层几何性质、断层运动特征、历

史地震同震信息、壳幔粘滞结构等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测震学参数当前应用较

多的是b值和震源参数一致性，目前来看，这两种参数的测震观测基础至少应达

到川滇地区的监测能力。

3. 震源异常研究

在强震中期预测中，基于中国大陆已有震例梳理出预测效能相对较好的跟

踪技术方法，综合区域地震活动、地球物理场资料和定点前兆观测等异常时空

分布特征，可为中长期地震重点危险区发震紧迫程度判定提供依据。

中国坚持地震预报实践，积累了数百个5级以上的震例，是地震预测研究非

常宝贵的原始资料。基于中国震例，亟需给出相关方法的清单和预测效能，包

括时空占有率、报准率、虚报率等；同时需要分析震源异常的物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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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陆型震源物理模型构建

震源异常的确定和机理分析均离不开科学的震源物理模型，当前震源物理

模型构建和应用最好的是美国南加州地震中心（SCES）的工作，围绕破裂预测

（UCERF），从统一结构模型、地壳变形模拟、震源物理、强地震动、地震预

测、地震灾害分析等不同方向，开展了地震地质、大地测量、地震学、地球化

学、地球动力学等学科的基础研究，最终应用于地震破裂预测。相对而言，中

国大陆地区为典型的大陆型地震，需要有针对性地构建大陆逆冲、走滑、拉张

断层的震源物理模型，而且应细化每类震源物理模型，例如，对于中国大陆逆

冲地震，有俯冲型、推覆型、花状构造型，等等。

对于中国大陆地区，震源物理模型至少包括断层运动、断层应力、发震能

力、流变结构、热力学结构等方面。只有在科学的震源物理模型的基础上，才

能明确观测资料的物理内涵，反映的是地壳变形加速还是减速、区域应力增强

还是减弱、断层运动的加强还是减弱、深部壳幔作用的增强还是减弱，等等；

期望“场源结合，以场求源”中，“源”的目标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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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震预测研究总体思路发展的需求 2

（一）整体研究思路的发展需求

在国际地震研究发展过程中，中国地震研究难能可贵的是：①对大陆型强

震孕震机理开展持续研究；②真正向前预测实践不间断地坚持50多年。在中国

地震预测预报研究与实践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得到系统内外相对认可的整

体研究思路，主要包括：①长、中、短、临渐进式地震预报；②场源结合，以

场求源。

1. 长、中、短、临渐进式地震预报

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地震预报按照预测时间尺度分为长

期（10年）、中期（1—2年）、短期（3个月）、临震（10天），不同时间尺度

地震预报的社会职责、主要产出、现今主要问题等均存在较大差异，是在实践

与研究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和理清的。

长期预报的社会职责主要是为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和国家层面的综合防御

提供依据，主要产出是10年尺度重点地震危险区。国际上，综合长期预测时间

和社会影响问题，一般是30年左右的预测时间，例如，美国加州地区是未来30

年6.7级以上地震发震概率预测，日本是未来35年7级以上强震发生概率的预测。

2 作者：邵志刚、周龙泉、武艳强、吕坚、冯志生、孙小龙、程佳；宋美琴、郑建常、谭毅培、

李丽、王晓山、张辉、冯建刚、赵小艳、王芃、徐晶、邹镇宇、刘月、余大新、王振东、查

小惠、尹晓菲、洪德全、马婷、邓莉；闫伟、马栋、李瑞莎、占伟、陈长云、季灵运、冯蔚、

刘晓霞、刘琦、王静、张璇、叶庆东、赵静旸、庞亚瑾、郭博峰、郑智江；陈石、王武星、胡

敏章、韦进、王新胜、刘子维、张晓彤、江颖、张坤、李盛、陈丽、李红蕾；何康、方炜、陈

斌、袁洁浩、谭大诚、张学民、汤吉、姚丽、倪喆、解滔、姚休义、何畅、王粲、陈双贵、苏

树朋、宋成科；司学芸、周晓成、杨鹏涛、王俊、王博。相关工作得到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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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2006—2020年重点地震危险区是现在仍在预测期内的预测结果，由同

期强震活动来看，同期中国大陆70％以上的7级地震发生在危险区内，且其他 

7级地震也发生在危险区边缘。长期预报主要问题有：①危险区数量较多，其原

因是时间上仅是孕震阶段的判定，时间跨度往往较大，所以数量较多；②面积

较大，其原因是震源模型不够精细，往往一个危险区包括多个断层段或多个断 

裂带。

中期预报的社会职责主要是为校舍加固和应急准备等工程提供依据，主要

产出是年度重点地震危险区。国际上有基于地震活动等开展中期地震预测的工

作，但很少按照年度为政府和社会提供该类预测。2010年以来，中国大陆年度

地震重点危险区，在有监测能力地区发生的6级以上地震约有60％发生在年度危

险区内（即应该是9
/15），但其中的7级地震并未发生在年度危险区内。中期预报

主要问题有：①统计经验为主，基于实际震例给出效果较好的观测异常，往往6

级左右地震的震例占多数，而7级地震相对来讲震例数量较少，当然不排除6级

地震和7级地震的物理机制存在差别。②长期危险区在年度震情跟踪过程中发挥的

作用不够，虽然已开始做长期危险区7级强震发震紧迫程度的判定工作，但很多

长期危险区的研究基础仍不完备，其监测基础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

短临预报是有效减灾的重要手段，主要为政府发出一定程度的预报意见。

国际上短临预报的具体形式存在较大差别，美国加州地区基于长期预测结果利

用地震活动做短临预测研究，曾经在网上更新短临预测结果；日本曾有基于前

兆异常启动短临应对的机制，但从未正式启动。2010年以来，中国大陆有监测

能力地区虽然有9次6级地震发生在年度重点地震危险区内，但只有2次正式给政

府书面报告（2014年鲁甸6.5级地震和2017年精河6.6级地震）。短临预测主要问

题有：①短临跟踪的时效性不够，实际可用跟踪资料种类越来越多，数字化资

料积累越来越多，但观测现象的物理机制尚不完全明确、数据处理方法并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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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异常确定过程仍然大量依赖人力；②长期危险区和年度危险区在短临震情

跟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够。

2. 场源结合，以场求源

中国大陆地处欧亚板块、印度板块、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海板块相互作用

区域，在漫长地质演化过程中形成典型大陆型孕震环境；我国老一辈地震学家

有针对性地提出“场源结合，以场求源”的地震预测研究框架。该研究框架以

大陆活动地块为基本理论基础，得到系统内外比较广泛的认可。在日常预报实

践过程中，其具体科学问题可以归结为“从板块到断层的动力加载过程（由动

力源到震源）”，具体内容包括周边板块动力边界加载、主要地质块体运动调

整、典型构造带变形机制、具体断裂带应力加载。

但在日常预报意见产出过程中对该科学思路体现明显不够。分析过程仍

然以统计为主，缺乏物理方法；类比现象为主，缺乏动力学过程分析；震例为

主，缺乏物理机制分析。综合判定结果，仍然表述为可能性大小，缺少定量的

概率表述；且不同学科权重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缺少定量的综合指标。而要

开展“场源结合，以场求源”的预报研究，当前需建立中国大陆统一结构模型

和变形模型。

3. 中国大陆统一结构模型和变形模型的构建

1）中国大陆统一结构模型

建立与强震孕育发生相关的三维区域结构立体模型，具体包括广义速度模

型、构造演化模型、地块模型、断层模型，可为强震相关的数值模拟、反演、

理论分析、综合预测、强地面运动预测等提供相应基础数据资料，具体包括：

广义速度模型：数字地震学成像给出的P波速度、S波速度、波速比；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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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各向异性等；重力学给出的密度；大地电磁学给出的电阻率；另外，相关

研究方向所需的温度、粘滞系数、水文参数等。按照不同研究需求可以给出分

区一维模型、二维模型、三维模型。

地质构造演化与作用：中国大陆周边板块作用和中国大陆内部重要地质构

造演化历史，对中国大陆块体模型、介质模型和断层模型起到决定性作用，可

认为是很多科学问题的初始条件。

地块模型：地块边界、岩石圈介质结构、地块形变特征、构造活动历史、

强震活动特征等。

断层模型：主要断层带的几何产状、运动速率、发震能力、强震原地复发

特征、块体归属、断层物理参数等。

广义地震目录：地震定位结果、震源机制解、同震破裂方向、同震位错分

布、同震破裂过程、震颤、历史地震同震信息、早期大震破裂过程等。

众多研究表明，壳幔介质模型与强震发生地点存在密切关联性，但对于中

国大陆地区并未系统梳理其关联性和物理机制；另一方面，震源区强震同震和

震后的介质性质变化是比较明确的，但震前震源区介质性质随时间变化特征及

其与强震孕育发生间关系仍需深入研究。

2）中国大陆统一变形模型

板块边界、活动地块、主要构造带和具体断层段的变形模式是分析中国大

陆地壳变形和强震孕育发生的主要研究基础。主要包括：现今板块边界作用方

式及其地壳变形影响、现今壳幔深部动力作用方式及其地壳变形影响、现今活

动块体细化与变形特征、现今活动构造历史演化与现今变形特征。

区域变形模型：包括两个方面，板块边界、构造作用和地块作用对区域变

形的影响；区域内部不同断裂带之间相互作用对区域变形的影响。

活动地块变形模型：活动地块本身整体刚性运动、连续变形特征，这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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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块运动对活动块体边界带变形影响和决定作用，以及活动地块变形的构造

和动力学机制。

断层变形模型：包括两部分内容，上述构造作用、地块作用和区域作用

对断层变形的影响；重点构造区内主要断层运动和应力应变时空演化与强震间 

关系。

应力模型：分析在板块边界动力作用下，包括地块和孕震断层在内的区域

岩石圈变形和应力时空演化过程。

（二）地震预测综合研究的发展需求

1. 基于震例经验的区域预报模式构建

基于中国震例资料，通过梳理确定不同学科中预测效能较好的预测方法，

并进行定量效能检验；不同构造区域，依据学科方法清单和实际跟踪过程中有

效方法，分析不同方法时空强震预测意义，构建区域地震预报模式。通过震例

回溯性研究给出短临预测方法的有效性，并依据时空强预测意义给出指标体系

和实用化软件，即实现异常判定的客观化和标准化；基于区域短临预测模式，

预期在不同区域、不同震级地震前，能够观测到哪类类型的异常组合。

2.“场源结合，以场求源”的定性物理综合分析思路

中国地震工作者基于对大陆型强震机理持续研究和50年预测实践，基于

大量观测和震例，不断探索场兆、源兆以及场兆和源兆关系，逐步形成了长、

中、短、临渐近式的地震预报的理论系统和场源结合、以场求源的分析方法。

对于“场源结合，以场求源”的综合思路，尚处于初步探索之中。中期趋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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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区综合分析预测强调不同时空尺度强震趋势，其主要工作包括：基于期幕

活动、大地测量和数值模拟等分析全球和中国大陆周边板块动力作用地区的强

震趋势及其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分析中国大陆及其内部主要构造区带强震趋

势，综合给出中国大陆地区强震趋势和主体区判定结果；基于地球物理场资料

分析区域应力应变场变化的动态演化过程，依据“动中求静”的定性分析思

路，从区域应力应变场动态变化过程中分析大变形背景下断层闭锁异常区域，

结合测震学背景异常综合分析强震主体活动区；对于中长期强震背景危险区，

拟开展断层运动状态、断层应力状态和震源异常等三个方面研究，综合给出中

长期背景危险区的发震紧迫程度相对高低的判定结果。

客观来讲，断层运动状态、断层应力状态和震源异常三个方面，科学性按

顺序逐渐降低，但有效性逐渐增强。因此，需要从三个方面深入开展工作：①基

于现有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长、中、短、临渐进式综合预报能力；②对于科

学性较强的方法，进一步明确时空强预测意义；③对于效能较好的方法，深入

分析其物理机制。

3. 定量概率综合思路

物理学家理查德 • 费曼（1918—1988）认为，对于波动较大但与平均情况

保持很多一致性的情况，可以用概率来定量表达这类情况。对强震中期趋势、

主体区、强震背景危险区发震紧迫程度的预测工作，同样需要用概率来定量表

达综合预测结果。综合定量概率预测结果的方法主要有如下两类：

1）基于各类单项定量方法综合给出定量概率预测

该类预测的代表方法是中长期地震时空增益综合预测模型，基于测震学时

间概率增益、活动断层空间概率增益、垂直变形时空联合概率增益等单项方法

定量预测结果，综合给出区域中长期时空增益综合预测结果。综合预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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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对各种单项预测指标效能的全面、客观的评价，要按照该思路进行定量

综合，有必要建立完整的指标体系和信度评价体系。

2）利用综合反演方法使预测结果符合更多的定量预测结果

近年来，由于各类资料的不断丰富，加州地区的地震动力学概率预测取得

了长足进步，随着断层模型、变形模型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统一的加州地震

破裂预测模型UCERF，目前更新到了第三版UCERF3。UCERF3研究主要基于地

震地质、大地测量和测震学各学科不同技术手段分别给出地点、强度、时间的

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预测结果，综合给出震源区强震物理综合概率模型。

要按照该思路进行定量综合，其必要工作基础是完善的区域断层模型、变形模

型、大地测量模型、历史强震活动特征等基础研究。 

4. 构造区/带强震成组活动机理研究

中国大陆浅源强震不仅时间上呈现丛集现象，即强震期幕活动特征，而且

在空间上也呈现交替和成组活动现象。例如，1996年11月19日喀喇昆仑7.1级地

震以来，中国大陆地区7级以上浅源地震均发生于巴颜喀拉块体边界带上。因

此，活动地块边界带成组地震孕育演化规律研究也是中国大陆强震孕育机理研

究的重要内容。区域强震成组活动机理受到国内外地震学界的广泛关注，当前

主要是基于弹簧－滑块或摩擦本构率开展数值模拟，基于数值模拟结果分析强

震时空活动特征的机理研究。国内已经建立中国大陆活动地块理论，针对活动

地块边界带开展了运动学、动力学研究。但针对中国大陆活动地块对强震成组

活动控制作用，当前急需开展特定活动地块边界带的综合研究。

通过研究给出中国大陆典型活动地块边界带主要断裂带重点断层段的断层

运动、断层应力等震源物理特征；给出中国大陆典型活动地块边界带的变形特

征，活动地块运动和变形对强震迁移和触发的控制作用，构建我国大陆活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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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边界带强震发生的动力学模式；给出中国大陆周边板块边界作用方式及其动

力影响结果、地震危险区壳幔介质变化过程、活动地块边界带成组强震发生的

机制和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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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从地震监测预报实验场到地震科学实验场 3

一、为什么要建设地震科学实验场

（一）地震科学为什么要强调野外实验

地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和地球上的地震。迄今为止，我们对地震发生

的环境、地震的孕育和发生过程，以及地震造成灾害的机理和致灾过程，了解

得还很不够。否则，地震就不会常常以突袭的方式，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伤

亡和损失了。

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是观测、实验、理论、计算。不可否认的是，实

验室实验在理解地震的机理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20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

岩石破裂实验和主要基于实验提出的“膨胀模式”，在地震预测研究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岩石破裂、裂纹相互作用、孔隙流体、岩石

摩擦等一系列物理现象的实验研究，为地震预测的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奠定了基

础。实验室实验也同样是认识地球内部结构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关于岩石的结

构、组成和物理性质的研究，一直是了解地球内部的结构和性质的几乎是唯一

的手段。这方面的工作直到现在还是地球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但是，作为检验科学假说和发展理论模型的重要手段，面对地球的实验，

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真实的地质结构和地震震源往往比实验室中的岩石

样品大得多（所谓“尺度效应”）。实验室实验和观测结果的矛盾，例如20世

3 本附录是由川滇国家地震监测预报实验场国家中心组织召开的“从地震监测预报实验场到地震

科学实验场”系列研讨会的成果。参加工作的有地震预测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工程力学

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地壳应力研究所、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等单位的专家，科学技术司、监测

预报司给予研讨会和相关工作多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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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后半叶曾引起广泛讨论的“应力降佯谬”“热流佯谬”，在地震科学理论的

发展中曾扮演了重要角色。

另一个问题是，决定地球过程的控制因素，往往比实验室实验中的控制因

素更多，而对任何一个主要控制因素的忽略，都会导致不正确的结论。著名的

历史事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地球的年龄，物理学家与地质学家曾经有

过激烈的争论。得到不同结果的原因，并不是物理学家的理论计算有误，而是

在物理学家的计算中没有考虑放射性的作用。茂木清夫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

一系列岩石破裂实验，揭示了一些破裂“前兆”的物理机制。但这些“前兆”

在应用于自然界中的地震时，却变得复杂而颇多争议。正如以“地震学第一原

理”和震源力学研究著名的L. Knopoff所指出的，理论并不能给出它假定之外的

物理内容，而理论的假定常常来自实验。

因此，要对地震科学的假说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检验或证伪，我们在不低估

实验室实验和理论计算的价值的前提下，最终还是不得不走到野外现场去。

地震研究的情况如此，工程地震研究和地震工程设计的情况也是如此。一

方面，通过实验室实验、振动台模拟实验等可以给出关于工程抗震的很多有用

的知识；另一方面，要准确把握真实条件下实际工程结构的地震破坏的规律和

抗震设计的规律，现场实验还是必不可少的。历史上，工程地震和地震工程领

域的很多重要进展来自实际地震的经验总结。如果这种针对实际地震的经验总

结能够具有某种现场实验的性质，那么相关研究的进展就会更快。此外，地震

预警系统的有效性，也需要“实战式”的真实地震的检验。这使得地震科学实

验场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为什么现在有条件建设地震科学实验场

相对于其他学科中的实验工作来说，地震科学实验有自己的特殊性。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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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是，自然界中与地震有关的物理过程几近不可控，因此“实验”似乎

也无从谈起。这个问题，近几十年来开始出现缓慢而值得注意的变化。随着观

测技术的发展，“中等尺度实验”和“天然实验室”逐渐成为地震科学中的重

要概念，对地球的观测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可控制、可重复的性质，地震科学实

验所面临的“尺度效应”问题也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对矿山地震、水

库地震的观测和研究，为认识天然地震的机理提供了有用的参考。注水诱发地

震实验，对认识流体在地震孕育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近十年来，页岩气开

采诱发地震等问题也开始提上日程。

以往在开展地震预报实验场工作的时候，“抓不住地震”是一个非常尴尬

的问题，很多地震往往发生在实验场区之外，或者实验场已经宣布结束之后。

这个问题近年来也开始出现转折性的变化。变化之一是，中长期预测能力不断

增强，使在十年尺度、三年尺度上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抓住”一个或几个地

震的能力逐步成为现实。2013年芦山地震、2017年阿克陶地震等，都发生在专

家事先选定进行重点监测并布设了很好的监测站网的地区。近年来发生的7级以

上地震，都发生在十年尺度强震重点危险区内。另一个变化是，汲取过去地震

预报实验场的经验教训，在实验场的设计和运行中逐步开始采用系统工程的概

念，发展“与地震博弈”的能力。

地震科学实验的另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测量很难做到精准，重复测量

也很困难。因此一些很有意义的假说，因为观测条件的限制，一直无法证实。

地震前可能存在的介质结构变化，早在20世纪60年代加尔姆地震预报实验场就

通过“波速比”等现象的观测有所研究，但观测条件的限制使“波速比”作为

一种“前兆”一直颇多争议。地震学理论所预测的由于大范围膨胀所引起的各

向异性（EDA）在自然界中究竟是否可观测，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冰岛地震

科学实验中才得到证实。值得注意的是，在与野外实验相关的精准测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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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开始出现快速而带有转折性的进展。对断层性质、地震孕育、地震后效

的高分辨率地震观测、形变观测、应力观测、钻孔探测，与对断层带组成和性

质的实验研究相结合，成为地震研究中一个生机勃勃的领域。地震波形处理的

理论和技术的进步和主动震源技术的进步甚至使一些地震学家提出所谓“高

精度地震学”（high-precision seismology）和“时变地球物理”（time-lapse 

geophysics）的概念。这些新的进展使地震科学实验场或地震科学的“天然实验

室”的可行性显著提升，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地震科学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三）为什么要建设国家地震科学实验场

中国的第一代地震预报实验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新疆实验场。

滇西地震预报实验场、京津唐张地震预报实验场还曾作为国际合作的重要窗口

和平台。而地震科学实验的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邢台地震。周恩来总理所倡

导的组织多个学科、面向地震现场、“抓住地震不放”的攻略，至今对地震科

学实验场的组织仍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性意义。

中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人民需要地震研究，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但是

40年来中国的发展，使中国的另一个国情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就是国家已经

有条件支持较大规模、较为精细、较为先进、较为开放的地震科学观测实验。

把中国的地震观测全面推进数字网络时代，把中国的形变测量全面推进空间时

代，这两大历史性的进展，足以使中国地震科学共同体有底气、有定力建设自

己的国际地震科学实验场。今天，中国地震科学探测台阵（ChinArray）已成

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地震科学台阵；以重点危险区、地震大形势、年度危险区

等为标志的真正意义上的“向前预报”实践，领先其他国家至少¼世纪。这些

“硬科技”构成了中国地震科技在国际上“并跑”的资本。地震科学实验场的

建设则应成为从“并跑”到“领跑”的标志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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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地震科学实验的内容和手段都是基础性的、无国界的，因此一

个误解是，中国也许不必发展自己的实验能力、实验装备、实验平台，而可以

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得到实验结果，或者利用国外的实验装备、实验平台来进

行实验。对于一些纯基础性的学科来说，这种说法或有合理之处，但对于地球

科学来说，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地球科学的野外实验能力，往往与战略性

能源储备、资源勘探、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灾害防御以及保证国家安全和国家

权益的工作（例如地下核试验的监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至于与重大工程抗

震设计相关的实验能力，更是新时代发展高铁、核电等“大国重器”的必需。

因此，拥有独立自主的地震科学实验能力、实验装备、实验平台，就像中国需

要拥有独立自主的航天科技能力一样，其重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四）如何考虑实验场区在十年尺度上“捕捉”强震的可能性

川滇地区地处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前沿地带，构造活动强烈，是

中国大陆最显著的强震活动区域。特殊的构造条件使得该区地震频度高、强度

大。据统计，1965年以来，该区共发生MS≥6.0地震74次，其中MS≥7.0级地震

14次，分别约占同期中国大陆地震的33%和50%。根据以往中国大陆和川滇历

史地震记录统计，该区10年内可能发生2—3次7级地震（依据1900年以来川滇地

区的资料，10年平均约2次7级地震；而依据1965年以来川滇地区资料，10年平

均约3次7级地震），可能发生10—15次6级地震（依据1900年以来川滇地区的资

料，10年平均约11次6级地震；依据1965年以来川滇地区资料，10年平均约14次

6级以上地震）。

天山地震带主要受印度板块的北向推挤和塔里木盆地的顺时针旋转作用，

断层运动剧烈，历史强震活动频繁。由于1955年前后天山地震带7级以上地震时

空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根据3个时间段资料统计：依据1900年以来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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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10年平均约8次6级以上地震、1次7级以上地震；依据1900—1955年资料

统计，10年平均约6次6级以上地震、1次7级以上地震；而根据1956年以来资料

统计，10年平均约10次6级以上地震、1次7级以上地震。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大陆地震活动具有明显的分区性的活跃－平静交替

的时空分布特征。活跃期与平静期的地震数量可达几倍之差。考虑到这一点，

在实验区范围的确定中，还要充分考虑十年尺度强震重点危险区的判定结果。

在目前的实验区确定中，川滇地区包括了6个完整的十年尺度强震重点危险区，

天山地区包括了4个十年尺度强震重点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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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地震预报实验场到地震科学实验场的转型

地震预报实验场 地震科学实验场

实验地域 川滇 川滇 + 新疆天山 + 其他

核心概念

聚焦重点地区 借鉴全球变化和生态研究领域的经验做法，在

多个地区开展协同分布式实验（CDEs），以解

决样本过少、控制因素过多的问题；国家地震

科学实验场为区域性和国际性地震科学实验场

提供操作规范

实验目标

以“解剖地震”为主方向，观测

地震的孕育发生过程，检验地震

的孕育发生模型，并在条件有利

情况下捕捉可能的地震前兆

利用近年来快速发展和逐步成熟的密集观测、

精密测量、半可控地震过程、近断层采样等

新技术条件，开展（接近）真正意义上的物

理实验，面向解剖地震，发展地震系统科学

（earthquake systems science），同时用已达到

的预测能力，为地震科技创新工程的其他主题

的现场实验创造条件；地震科学实验场以“透

明地壳”为基础、以“解剖地震”为重点、以

“韧性城乡”和“智慧服务”为目标，针对科

学假说的检验，开展现场实验；历史上曾经 
开展过实验，但效果并不理想的一些已处于

“休眠”的实验场，也可望在新的技术条件下

“激活”

技术条件

中长期地震预测的能力限度和

“大科学工程”概念的缺乏限制

了实验场的成功：重要地震往

往发生在实验场区之外或者实验

宣告结束（或宣告失败）之后。

由于地震的非频发性和地震科学

的观测科学属性，“地震预测怪

圈”长期困扰科学界（要证实一

个模型或方法是对的，不得不开

展大量的观测；要开展大量的观

测，不得不依靠社会的支持；要

得到社会的支持，不得不首先向

社会证明所提出的模型或方法是

对的）

在把握十年尺度、三年尺度地震趋势方面取得

明显进步，“神奇布网”“科学布网”初步形

成经验；“与地震博弈”的总体设计概念使实

验场开始具有“大科学工程”的性质；在十年

尺度上“抓住”一次或几次地震的条件正逐步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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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报实验场 地震科学实验场

产出方式

地震过程的研究成果，和条件有

利情况下的地震预测

与时俱进的地震预测和地震风险预测科技产品

系列，及其在其他领域的推广。针对“预测

+”的问题，进一步系统探讨现有的地震可预

测性在“两个坚持、三个转变”中的作用

实施路径

已有很好的科学议程设计，尝试

采用分步实施的安排，但同时对

阶段性目标（如年度目标）规划

不够；地震预测“研究项目困

境”严重影响实验场的可持续性

[立项之初就明确“以地震预测

为主要科学目标”，但到项目结

束，“地震预测仍是一个（世界

性）科学难题”]

考虑针对不同地区的“为预测的监测和模拟”

（monitoring and modeling for forecast）能力部

署，分区、分步实施，将科学议程的实现由

“串联”改为“并联”，强调“把一部分目标

地震先‘控制’起来”

组织方式

和理念

国家级地震科研机构的牵头作用

不突出，有时存在基础研究直接

到应用的“短路”情况

引入技术成熟度（TRL）概念，评估科技成果

及其在地震预测中的应用潜力，以明确的地震

系统科学理念和系统工程总体设计“建立并领

导‘与地震博弈’的统一战线”；此外，实验

场还需要建立自己的地震响应预案，以在一些

预期中的或超出预期的地震发生后，通过有准

备的组织协调，取得应有的科学观测结果

数据汇集

和共享政

策

统一的、强制性的数据汇集和共

享政策

基于统一标准和引用规范的数据和数据产品共

享，赋予数据和数据产品DOI（以使数据或数

据产品像科研论文一样被引用）

数据开放

政策

无特殊安排的数据开放政策 以“特区”的思路，在重点实验场区，对部分

数据，试点与国际接轨的全面开放政策

财务管理

政策

无差别的财务管理政策，使本来

就有限的经费对外部科研力量缺

乏足够的吸引力

以“特区”的思路，回归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设立的“初心”，对实验场相关的财务管理政

策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试点，采用更开放、更灵

活的财务管理制度，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

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定权，充分尊重基

础研究的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

定性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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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震科学实验场的重要科学问题

解剖地震——地震前后流体运移的时空强变化特征和成因研究。在川滇实

验场和新疆实验场，选择主要断裂带地震重点危险区域，开展主动源人工地震

和高时空分辨率流体地球化学观测实验，包括利用高光谱、水文地球化学、气

体地球化学、同位素地球化学和断裂带土壤气体地球化学等观测手段，同时结

合高压模拟实验和计算手段采取，流动观测和定点观测相结合，精细观测和研

究地震科学实验场主要断裂带的地震前后深部流体贡献率时空变化和断裂不同

段深浅部流体耦合程度变化；空间上评估活动断裂带不同段切割地壳深度和闭

锁程度，时间上捕捉活动断裂带深部气体逸出的地震前兆信息，定量揭示流体

地球化学变化与地下条件和地震活动的关系，建立更全面的地震活动性与深部

流体运移的关系模型，探究深部流体运移对地震的孕育和发生的起到的作用，

为认识构造地震的成因机理和预测提供参考。

解剖地震——川滇块体中部盐源－宁蒗构造带地震构造特征研究。以盐

源－宁蒗构造带为界，川滇块体西部和东部存在明显差异。西部为造山带基

底，东部为扬子地台基底；西部地形海拔高，东部相对较低；西部以NW向构造

为主，东部以SN向构造为主。该构造带包括丽江－小金河断裂、金河－箐河断

裂以及两条断裂带之间的宁蒗盆地、盐源盆地等。沿构造带曾发生一系列6级以

上地震。目前，该构造带的研究程度低，对其活动特征和地震构造特征缺乏认

识，甚至一些断裂的活动时代、活动性质与相关活动断裂（如理塘断裂、玉农

希断裂、宾川断裂）的关系等方面均存在问题。建议开展构造地貌、断层活动

性调查、深部构造探测、地表形变（GPS）观测等综合研究，建立该构造带的

地震构造模型。

解剖地震——川滇块体东部边界带地震构造模型构建。川滇块体东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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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包括小江断裂带西支、东支及东部开远－弥勒－曲靖等断裂。其中小江断裂

带西支曾发生1833年嵩明8级地震，小江断裂东支曾发生1500年、1733年、1789

年等7级以上地震和多次6级以上地震，开远－弥勒－曲靖断裂则无大地震发

生。通过地表构造地貌解译、断裂几何结构和活动速率研究（资料收集）、断

层破裂分段及古地震序列研究（资料收集）、深部资料收集、形变资料收集、

小地震定位等工作，解剖大震震源体和区域断裂深部关系，构建包括断裂切割

深度、活动速率分配、不同级别震源体的三维地震构造模型。选择数值模拟方

法，模拟强震活动序列和地震活动。

解剖地震——服务于川滇地区地震动力学建模的岩石圈均衡研究。针对川

滇地区“陆态网络”等重大工程的重力观测站，进行位置信息补充观测，更新

川滇地区布格与自由空气重力异常场，展开三维密度构造反演与岩石圈构造应

力计算，为区域地震动力学模型的构建提供密度构造方面的约束与构造应力方

面的边界条件；展开地壳挠曲机理研究，构建区域黏弹性均衡调整模型；展开

大地震弛豫效应研究，为区域地震动力学模型提供更精确的水平运动约束。项

目研究成果预期将推动地震预测研究从经验统计预测向物理模型预测的转变，

并引领重力学科基础研究的发展。

解剖地震——地球多圈层电磁扰动信号的时空响应及耦合机理。充分利用

已经发射在轨的中国第一颗天基平台ZH–1卫星的多参量全球电磁探测机会，

在地震科学实验场区，结合现有的地基地磁场、地电场、地基电离层、VLF电

波、ELF电磁场、GPS TEC、卫星红外、高光谱等多种观测技术，通过增设大

气电场、三频信标接收机、甚低频电磁波接收机、多普勒频移等设备，形成对

岩石层、大气层和电离层的高密度多参量立体观测实验，精细探测从地下介质

电性结构变化、地表电磁场、高光谱气体、热红外至低、中、高电离层的多种

电磁扰动信号之间的时空响应过程。通过监测天然扰动源及开展大功率人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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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F/VLF发射试验，检验地基－空间同类/同源电磁信息的自洽性和真实性，利

用电磁波场溯源及耦合理论模型，优化地震电离层扰动的动力波、电磁波及直

流电场叠加等圈层耦合科学理论模型，为地震孕育发生过程中各阶段敏感电磁

参量的成因机制及地震短临预测提供理论支撑。

解剖地震——井间可控源地震观测系统和地震预测实验。在实验场内，选

择大地震震源区、地震活跃的断裂带或未来大地震危险区，开展井间可控源地

震观测。该井间观测由一个井下可控源和两个井下地震观测阵列组成，采用井

下可控源信号的可重复多次激发，通过弱信号的叠加和相关的数据处理技术，

提取和分析人工地震信号随时间的变化，识别和研究震前的波速变化。同时，

利用记录到的天然地震信号，开展剪切波分裂和波速等地震波特性变化研究，

为分析地震活动与应力变化的关联性提供科学参考，开展地震预测研究探索。

解剖地震——余震过程剖析和强余震预测实验。把强震周期分为漫长的微

变应力积累孕育、瞬态的主震应力释放和短期的余震应力调整三个过程；对它

们进行逐步剖析是完整认识地震机理的必要途径。但强震发生的时间、地点极

难捕捉，往往缺乏合理和密集布设的野外监测网精细研究孕育至发生的过程。

余震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对集中，小震活动频繁，可以实施高密度多学科主动

和被动源综合监测，从而获得地震区精细的介质、应力结构以及它们的动态变

化，跟踪余震临界状态和发生，了解断层滑移和愈合过程，建立余震发生物理

和概率模型，进行强余震预测实践。中国大陆每年均有几次强震发生，需要探

索出一套从野外观测、数据处理至预测应用的流程，重复应用于强余震区，逐

渐认识余震发生过程，回溯研究强震发生条件和机制。

解剖地震——一体化、智能化和快速立体多学科流动监测系统的研制。地

震研究强烈依赖于不同学科连续（重复）和密集的野外观测；单纯固定台网的

分布和密度远远达不到学科深入发展的要求，必须要流动观测来弥补。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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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观测严重受野外自然条件、仪器和人员因素等的制约，迫切需要一体化、

智能化和快速流动观测系统。基于目前人工智能、无人机（车或船）和航天科

技的发展，可发展一体化、多学科集成（如地震和GPS）的野外观测机器人，

可以空中投放、自主或遥控选择观测场地、安装调试仪器，自主供电和安全防

范，实时传输或无人机定时巡航回收观测数据，实现快速、立体流动观测，解

决研究的数据瓶颈。

解剖地震——地震概率预测模型建模和效能检验实验。根据地震科学实验

场区地震活动特征，研发基于地震活动和地球物理观测的新的多学科、多时间

尺度（长期、中期、短临、余震）地震概率预测模型，数理化和模型化以往经

验预测方法；基于多角度严格的预测效能评价技术（时间、地点、震级、地震

发生率似然检验）和国际合作，研发地震预测效能科学评价技术系统、实时检

验技术系统，开展运行实验；在科学评价地震概率预测方法的同时，探索预测

模型进入业务流的准入和退出评价机制，地震预测指标凝练和标准化机制。从

而形成基础研发—科学实验—预测实践的完整技术链条和技术方法供给机制。

解剖地震——可操作性地震预测（OEF）科学实验。在地震科学实验场

区，借鉴国际上“可操作性地震预测”（OEF）的成功经验，研发高概率增益

的、多时间尺度综合的地震预测混合模型（hybird mode），开展实时运行实验

和效能评价，开展适合实验场区地震活动特征的区域预测能力策略研究；开展

基于混合模型概率增益、地震灾害损失模型（loss model）、应急救援和恢复

重建成本效益分析（CBA）技术的OEF研究和技术系统研发，通过实时运行实

验，逐步发展和供给可用于地震预测实践的OEF-Hybird技术平台，提升我国地

震预测业务能力和在救灾决策、应急疏散、恢复重建的实际效益。

解剖地震——地形效应观测实验。在地震科学试验场区，选择典型变化的

地形区域，高密度部署强震仪、地震仪，记录小、中、强地震发生引起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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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观测、捕捉地形引起的地震动变化，研究不同震源、不同方位、不同强

度地震对地形效应的影响，分析地形效应的时间、空间、频率特征规律，探索

其形成机理，为防震减灾提供科学参考。

解剖地震——人类活动诱发地震研究。在地震科学实验场区选择大型水库

和页岩气工业开采区，开展高密度地震立体观测实验，包括地震、地应力、形

变等观测手段。精细观测和研究蓄水或工业注水前后各阶段的地震活动、深部

介质性质及物理状态、震源特性、应力及它们的时空变化过程等，研究诱发地

震的活动特征、发生环境和成因机理，为认识构造地震的成因机理和预测提供

参考。相比于构造地震，水库地震或页岩气开采注水诱发地震的范围及流体的

加载或影响过程较为确定，因此在探索地震孕育、发生和发展的物理过程和机

理方面，诱发地震研究比构造地震预报更具有利条件。诱发地震的深入研究可

为大尺度的强震机理和预测提供参考。

透明地壳——厚沉积层的长周期地震动效应观测与研究。在地震科学实

验场区，选择晚第三纪和第四纪沉积较厚的地区，开展宽频带地震仪、高频

GPS和强震仪联合观测，捕捉该地区及周边强震引起的长周期地震动。利用该

地区强震震源特征，以及厚沉积层介质的速度和特性结构的研究结果，综合数

值模拟方法和联合观测结果，揭示厚沉积层地区长周期地震动的分布特征和产

生机理，为长周期地震动预测和超高层建筑物等重大工程的抗震设防提供科学 

依据。

透明地壳——孕震环境不同尺度地下介质波速变化的动态观测。在川滇缅

和新疆及中亚地震科学实验场区，选择活动断层或重点危险区，开展水库/人工

水池中气枪震源连续激发，地震台站高精度接收，监测中强以上地震前后的不

同尺度地下介质波速变化，探讨与地震活动的关系；研究气枪震源激发信号特

征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地震台阵观测等方法，进一步发展弱信号处理技术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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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地震学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将实验室可控条件下岩石实验的结果与野外

实验结果相结合，推进对地下介质变化的认识。

透明地壳——与深部孕震过程相关的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观测量变化机理

研究。在川滇缅、新疆及中亚地震科学实验场区，有针对性地构建立体组合式

综合观测系统，结合微震监测、高精度SAR、重磁电场和地球化学同位素测量

方法，研究中下地壳流体运移和孕震动力学过程。研究深部微重磁电信号的监

测数据处理方法；研究小震活动与深部流体运移之间的关系；孔隙介质流体运

移模型与地球物理异常数值模拟；从地球化学同位素方法识别深部流体运移规

律，与地球物理资料之间进行相互印证。从深部孕震环境的动力学过程角度，

开展“由场及源”的理论模型与数值模拟研究，为地球物理场监测预报实践提

供理论支撑。

透明地壳——活动断层深部精细结构成像新方法研究。在川滇缅和新疆及

中亚地震科学实验场区，发展超密集短周期台阵成像技术等断层三维几何结构

成像技术方法；断层面凹凸体结构高分辨率成像技术；综合断层滑动速率的高

精度GNSS观测结果，和断层深部精细结构成像新方法、微弱地震精定位方法和

重复地震监测断层深部滑动速率方法，开展活动断层地表几何结构与断层面凹

凸体关系研究，发展大震发生地点和震级预测的新方法。

透明地壳——实验场深部结构高分辨率成像理论方法研究。在川滇缅和新

疆及中亚地震科学实验场区，针对深部构造研究中不同资料不同方法分辨能力

的差异性问题，发展全波形反演理论与技术方法；体波、面波与接收函数联合

反演理论方法；地震、重力与电磁等多种地球物理资料联合反演方法等多种资

料联合成像反演方法，建立重点地震带高分辨率壳幔三维结构模型。为建立地

震带精细构造模型提供基础理论与方法。

韧性城乡——地震动与成灾机理的实验研究。针对工程场地和结构地震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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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与成灾机理；地震风险区划与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地震灾害链形成机理与地

震次生灾害风险评估等科学问题，选择1～2个大型盆地地区，开展地表与地下

地震动的高密度立体观测实验，为地震动场预测研究和砂土液化与地震滑坡成

因机理研究提供观测数据。选择15～20个典型建筑工程和生命线工程结构，开

展结构地震响应的多手段立体观测实验，为工程结构地震破坏机理研究和震后

安全评估提供观测数据。

韧性城乡——抗震结构实际检验。针对减隔震、新型材料、功能可恢复

等工程韧性技术，建设2～3个工程结构模型，开展减隔震、可更换消能构件等

工程韧性技术的应用效果观测实验，为工程韧性技术研究提供地震现场实验数

据。

韧性城乡——灾害情境构建。选择2～3个典型城市，开展结构地震响应的

高密度观测实验，为地震风险监控提供观测数据。开展典型城市的震源模型—

传播途径—局部场地条件—工程结构模型的地震灾害模拟，为城乡地震灾害风

险评估和灾害情景模拟提供示范案例，为示范城市提供抗震加固决策建议，并

为解决防灾规划、性态设计理念、智能化应急救援辅助决策等韧性社会支撑技

术；韧性城乡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等问题提供实验结果。

智慧服务——数据共享平台。在地震科学实验场区，建立数据和科技产

品的实时共享英文平台，内容包括：观测数据，如实时地震波形、强震动、

GPS、地球物理场观测数据等；数据产品，如地震目录、观测报告、震源参数

与震源机制、位移、应变场等；应急产品：如地震破裂过程、烈度分布等；科

技产品，如断裂分布、速度结构等。

智慧服务——地震数据可视化系统。基于“透明地壳”“解剖地震”研

究成果，建立大震孕育、发生的震源介质结构和动力学模型；研究多尺度、多

元地震信息三维耦合技术，解决大场景下小体积模型的退化问题，满足三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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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体化公众服务的需求；研究三维活动断层、地层、地貌、地壳物性结构等

各类资料多元模型的数据驱动动态更新方法，满足三维发布需求。运用地表

InSAR、GNSS、地球物理场观测、前兆台站观测，以视频技术将地下应力集中

点及震源空间动力过程、前兆现象可视化。编制时空4D震源动力演化过程视频

软件，以卡通形式对地震孕育、发生进行科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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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地震预报实验场 ：科学问题与科学目标 4

引 言

与地震预测预报相关的主要科学问题，是真实地球介质条件下的地震孕育

和地震发生的动力学过程问题（吴忠良等, 2006）。就全球尺度看，绝大多数强

震分布在板块边界带上；就中国大陆的尺度看，绝大多数强震分布在构造块体

边界带上（张国民等, 2005），因此关于地震和地震预测预报问题，还是可以

有科学认识的。但是，教科书中给出的地震的“弹性回跳”模型，只是一个高

度简化的情况，如果现实世界果真如此，那么地震的预测预报问题将会简单得

多。按照现在的认识，从物理上看，与中长期地震预测预报有关的因素，至少

要考虑板块相互作用、区域应力场、地壳形变分配、地壳中的韧脆性转换带、

地震断层带及其上的“闭锁带”、历史地震和古地震的情况等；与短临地震预

测预报有关的因素，则至少要考虑地震断层带的结构和“性能”、地震断层带

上流体的作用、地震的“触发”、“寂静地震”的作用、与区域孕震模型相适

应的“前兆”现象、“前兆”机理、“前兆”监测布局等。这些认识构成了目

前地震预测预报研究的科学基础，也同时表明了地震预测预报研究的限度及这

种限度的原因。重要的是，围绕上述关于地震成因问题的科学认识，可以有针

对性地设计和实施具体的观测和监测项目，以约束模型、检验假说、设计监测

方案、探索预测预报的可能性。

4 本文曾于2010年发表于《中国地震》，为地震预报发展规划工作组的研究报告。工作组成员包

括（以姓氏拼音为序）：蒋长胜（秘书）、李迎春、刘桂萍（组长、本文执笔）、马宏生（秘

书）、彭汉书、邵志刚、吴忠良（组长、本文执笔）、武艳强、晏锐、闫伟、周龙泉。相关专

家（以姓氏拼音为序）车时、陈颙、黄辅琼、蒋海昆、李克、刘杰、孙其政、闻学泽、阴朝

民、于晟、张东宁、张国民、张晓东、张永仙、朱传镇提出咨询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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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在科学认识、探测技术、观测积累等方面都有显

著进展，但在一些关键环节上，例如，地震破裂是如何“决定自己的大小”

的、地震断层带上的流体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地震过程中能量是如何分配

的，等等，现在还没有满意的答案。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是面向地球的

观测研究。近年来发展的宽频带地震台阵、主动源探测、地震科学钻探和深

部观测台阵、GPS测量、计算地球动力学模型等新的技术，与此相关的“尾波

相关干涉”（C3）方法（Niu et al., 2003; Pandolfi et al., 2006）、“重复地震”

（repeating event）方法（Nadeau et al., 1995; Schaff and et al., 2004）、地震各向

异性、地震“应力触发”计算（Harris, 1998，2003）等新的方法，与此相关的

“间歇性滑动与颤动”或“寂静地震”（Schwartz et al., 2007）、地震断层“润

滑”（fault lubrication）效应、“固定凹凸体”（persistent asperity）现象等新的

发现，都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和新的发现。值得一提的

是，在国际地球物理科学的分类中，这些内容有时并不属于“地震预测预报研

究”，但这些科学进展却是地震预测预报研究所必备的基础资料。

要针对地震成因和地震预测预报这样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在很大的范围

内同时开展观测实验是不现实的。地震预报实验场要解决的科学问题，一是要

针对一个特定的——从构造意义上接近于发生地震的，即geologically imminent 

(Davis et al., 1982)的地区，通过观测，具体地回答上面提到的区域应力场、地

壳变形分配、“闭锁带”、“加载单元”、“闭锁单元”、“凹凸体”、“脆

韧性转换带”等究竟是怎样的；二是要基于对地震的孕育和发生过程的理解，

“鉴定”所要研究的“目标地区”处于离“下一次”地震“还有多远”的状

态；三是要针对未来期望能够“遇到”的一个或一些地震，设计应该采用什么

样的监测系统才能有效地“捕捉”到地震前可能的异常变化；四是要把人们假

定“应该”存在的异常，或者有一些线索但并未得到系统验证的异常，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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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进行系统的观测检验，以确认其是否存在、是否有效。

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美国、日本、中

国等国家先后建立多个地震预报实验场。其中比较著名、观测研究所用的技术

手段较多、取得数据信息和科学认识进展较好的至少包括苏联加尔姆地震预报

实验场、美国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报实验场、土耳其北安纳托利亚地震预报实验

场、日本关东地震重点防御区、冰岛地震实验场等（孙其政、吴书贵, 2007）。

国际地震学与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IASPEI）于1991年和1997年通过决议，支

持地震预报实验场的研究。2005年，IASPEI通过决议，把主动源探测作为一个

重要的发展方向。2009年，IASPEI又通过决议，支持地震预测预报的基础研究

与实践及对地震预测预报研究成果的科学检验。

然而客观说来，地震预报实验场项目进展不够理想，存在非常大的困难。

近年来，在我国的地震预报实验场项目的设计中，存在一些为各方面所诟病的

总体设计方面的问题：简单强调观测系统更新换代，简单强调“加密观测”，

简单强调学习国外，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同单位、不同学科的现有工作用项目进

行“拼盘式”的“包装”，等等。一定意义上，这些问题的提出所反映的不一

定完全是我们的思路的缺陷，而是我国地震科技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现状。因为

提出这些问题，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的科技水平已经走出简单追随国外的状态；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现有的财力和科技力量，已经可以支撑我们真正面

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在与公众和政府合作时，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说清楚你

们的计划对地震预报究竟有什么（可考核的）用处——而不是‘基础科学探索

终归是有用的’，经费不是问题”。这种说法，尽管有着显然的思路局限，在

很大程度上却是有道理的。本文试图讨论的，正是这一复杂、尖锐而不得不正

面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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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汶川地震对地震监测预报的经验启示

2008年5月12日汶川8.0级地震的研究，给地震预报实验场工作以极大的启

示。该地震的孕震模型的一个版本（张培震等, 2009）假定，川西高原（巴颜喀

喇地块东部）由于地壳结构的软弱而发生强烈的震前（或震间）变形，是孕震

的“变形单元”；龙门山断裂带的产状不利于滑动，震前（或震间）的变形速

率较低，但能够在漫长的历史中积累起很高的应变，是孕震的“闭锁单元”；

四川盆地（华南地块西部）地壳刚度相对较大、不易变形而对川西高原的向东

扩展起着阻挡作用，是孕震的“支撑单元”。横跨四川盆地西部—龙门山—巴

颜喀喇块体内部的地震探测剖面表明，龙门山断裂带及其北西的巴颜喀喇块体

内20—25 km深度上存在朝北西缓倾并转为近水平延伸的“低速层”。该低速层

的南东端结束于龙门山中央断裂与前山断裂之间的下方，更深处则是相对高速

的中下地壳。该低速层可能是深部地壳中的“脆－韧性转换边界带”。地球物

理探测结果表明这里同时存在低速层和低阻层，且其埋藏深度基本一致。由地

壳和上地幔顶部的结构来看，龙门山断裂带是从地壳到地幔深部的速度变化带

和地壳厚度的突变带。

这些证据同时也是对一个经常提出的技术问题的回答：对地球内部的观

测，究竟应该做到“多好”才算“好”？答案是，这取决于我们的科学目标。对

地震预报实验场，“好”的观测应该是能够在可接受的程度上约束我们的地震

孕育模型的观测。

这一模型同时给出了地震监测预报策略的建议。根据这一模型，假如汶川

地震前我们有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监测系统，那么在“变形单元”我们也许可以

监测到变形的增加以及变形增加所引起的各种地球物理场的变化；在“闭锁单

元”我们也许可以监测到地震之前地震断层带“性能”的变化；而在“支撑单



49

附录2  地震预报实验场：科学问题与科学目标

元”的变化，应与“变形单元”和“闭锁单元”都不相同。“变形单元”中的

变化应能给出中长期的“异常”，而“闭锁单元”中的变化应能给出短期时间

尺度上的“异常”的线索。

汶川地震后，回溯性研究表明，“变形单元”和“支撑单元”确有不同的

“异常”表现，同时由于观测条件的限制，关于“闭锁单元”的信息很少。图1

给出了汶川地震前前兆异常台项比5沿横跨龙门山断裂带的方向的分布，由图可

5 刘杰，2009年全国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大会报告。 

图1  汶川地震的构造深部动力学模型的一个版本（杜方等, 2009）与相关的前兆异常表现。
（a）前兆异常台项比沿横跨龙门山断裂带中段的分布，图中灰色曲线为杜方等（2009）给出的
汶川地震前横跨龙门山断裂带中段的垂直形变速率剖面。前兆异常台项比由平行于汶川8.0级地
震地表破裂带，并位于两侧的多个宽70 km、长510 km的矩形区域（南部端点距震中170 km）圈
定、统计得到，具体由汶川8.0级地震前出现的前兆异常与震前布设的前兆观测台站的数量之比给
出。这里的前兆异常包括流体、形变和电磁三种，相关资料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提供。（b）据

杜方等（2009）改绘的汶川地震构造动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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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9年9月21日集集Mw7.6地震的孕震模型和车笼埔断裂的凹凸体（据Johnson et al., 2005
改绘），图中标出了Johnson等（2005）给出的震前形变沉降、闭锁和隆起区，以及据Lin等
（2001）给出的1978—1998年小地震活跃或平静区范围示意图

欧亚板块 凹凸体

菲律宾板块
来自黏弹性体作用

滑脱面

隆起区

小地震活跃区

闭锁区沉降区

小震活跃集中点

地震平静区地震平静区

地震

活动：

形变：

见，龙门山断裂带两侧的异常比明显不同，分布情况与杜方等（2009）给出的

垂直形变速率观测结果吻合较好。

问题是：对于“下一次”汶川地震，我们是否有可能做得更好？这正是地

震预报实验场项目应该首先考虑的科学问题。

汶川地震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震例。集集地震的研究（Shin et al., 2001; Lin et 

al., 2001; Ma et al., 2001; Johnson et al., 2005）表明，如果在该地震之前进行了

地震前兆的监测，那么相关的“预期前兆”在不同的构造单元也应有不同的表

现。集集地震前1992—1999年的GPS观测数据显示，水平运动速度场由东向西

逐渐下降，而且在车笼埔断裂可见明显的闭锁区域。根据峰值加速度观测结果

和同震位移反演结果，车笼埔断裂的闭锁主要是通过“凹凸体”来实现的，如

图2所示。此外，垂直运动速度场表明车笼埔断裂两侧上下盘反向运动，东侧

隆起而西侧沉降。1973—1998年的小震活动显示在闭锁区和沉降区小震非常平

静，而地壳明显隆起区小震活动明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车笼埔断裂两侧的

形变观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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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往地震预报实验场的经验和不足

1）以往地震预报实验场的收获和经验

半个多世纪以来地震预报实验场的建设和实验，至少在下述5个方面取得了

成功经验：

（1）通过在地震预报实验场进行密集观测，得到关于地震孕育和发生机理

方面的很多科学认识。例如，在帕克菲尔德地震实验场，通过详细的地球物理

工作，得到圣安德烈斯断层带附近的地壳上地幔结构、深部流体、地震活动精

确定位等方面的可靠信息，对认识地震断层带的结构、深部流体在地震孕育过

程中的作用、地震前可能的形变过程和地壳介质结构的变化等提供了重要的观

测约束。日本东海地震预报实验场建立了大地震孕育的可检验的地球动力学模

型，并针对地球动力学模型所预见的可能的地震前兆，以长期连续的监测系统

严阵以待。这些观测和研究结果虽未能做出破坏性地震的成功预报，却深化了

地震孕育和发生的物理机制的认识，从而为地震预测预报研究取得最终突破积

累了重要的科学资料和科学认识。

（2）通过地震预报实验场中的观测实验，对地震预测预报研究中的一些科

学问题给出了可靠的观测约束，并由此得到一些重要的研究线索。例如在土耳

其北安纳托利亚断层带的地震预报实验场的观测以可靠的证据确定，一些地震

前可能存在的“大范围介质各向异性（EDA）”所导致的S波分裂现象，在观测

上是可以检验的。在冰岛地震预报实验场，甚至尝试用S波分裂现象对实际地震

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震前预报。应该说，迄今从地震预报实验场中得到的线索，

还远远没有达到最初设计实验场的科学预期，但这些工作提供了一种地震预测

预报研究的范式（paradigm），即：通过针对特定地区的密集观测，对地震预测

预报的科学思路和科学方法进行“硬碰硬”的实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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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震预报实验场检验和否定了许多最初看起来颇有希望的地震“前

兆”，揭示了地震前兆的复杂性，这是几十年来地震预报实验场工作的一个非

常了不起的成绩。即使像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报实验场这样的密集观测，在2004

年发生的地震前仍然没有“捕捉”到“理想的”地震前兆，这一现象的重要性

绝不亚于发现一种新的前兆异常——不过，必须指出，在目前的认识水平下，

还没有观测到任何一种前兆异常存在于所有地震的孕育过程中，因此也不能因

为帕克菲尔德6.0级地震前未能监测到“理想的”前兆异常这一个案例轻易否

定所有的前兆异常。比如，同是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报实验场，曾经监测到两

次地震“前兆异常”：一次是1985年Kettleman Hills 6.1级地震（距帕克菲尔德

35 km）前3天的水位变化及应变变化，另一次是1994年帕克菲尔德5.0级地震前

的电磁波异常（Roeloffs, 2000）；即使对2004年的帕克菲尔德地震，在“重复

地震”、应变扰动等方面，也还是逐步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Bakun et al., 

2005），而1993年“预期的”那次地震，很有可能落实为一次“慢地震”事件

（Langbein et al., 1999）。问题的关键是，对地震前兆异常的肯定与否定，都

需要“硬碰硬”的观测作为基础。而地震预报实验场的目的，正是这种“硬碰

硬”的观测检验。

（4）地震预报实验场为科学的地震预报方法检验提供了理想的工作平台，

通过实际检验逐步明确了地震预测预报研究和检验的“游戏规则”。目前国际

地震学界普遍认为，确认一种方法具有可以成为地震前兆监测手段的潜力，至

少要在环境干扰的排除、异常与地震之间关系的确认、异常的统计显著性等方

面通过规范的科学检验（Wyss et al., 1997）。比如，在观测条件和研究基础较

好的加州地区，曾进行各种地震预测方法的对比和检验，体现了对地震预测预

报方法进行科学检验的思路（Field, 2007）。

（5）尽管地震预报实验场尚未给出“地震预报究竟是否可能”的确切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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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亦尚未得到普遍接受的地震预测预报方法，但由这些坚持不懈的科学研究

所得到的很多“副产品”，都已经在防震减灾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为企

业、社会和科学界所普遍关注的地震预警系统（EEWS）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其

中一类重要的预警——现地预警（on-site EEW），在科学上与一个来自地震预

报的物理问题直接相关：一个地震究竟是在它开始发生破裂的时候就“知道”

自己会有多大，还是在破裂过程中“走一步看一步”（Olson et al., 2005）。地

震预报实验场的科学探索，还催生了一系列地球科学项目的实施。例如帕克菲

尔德实验场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地震科学钻探计划起到了促

进作用。

2）以往地震预报实验场的缺陷和教训

部分地由于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问题的复杂性，迄今所见的绝大多数（如

果不是全部）地震预报实验场，均存在下述明显的缺陷：

（1）对中长期地震预测的能力限度估计不足，导致对“目标地震”的危

险性估计的不确定性估计不足，从而使实验场的设计缺乏“与地震博弈”的通

盘考虑和长远规划。结果是，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报实验场“宣布失败”之后，

2004年帕克菲尔德6.0级地震发生（所幸实验场中的各项观测仍在持续进行）。

而北安纳托利亚地震预报实验场等，都是在实验场观测结束之后发生了“目标

地震”。1996年丽江地震刚好发生在滇西地震预报实验场的边缘。在加州，

“预期的”帕克菲尔德地震附近，在实验场建立之后接连发生1989年洛马普列

塔地震、1992年兰德斯地震等，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中长期地震预测的能力限

度。从一定意义上说，初衷是面向短临预报的地震预报实验场的失败，其根本

原因却是中长期地震预测预报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得到科学上的根本解决之

前，地震预报实验场不得不进行统筹考虑，以达到其最大限度的科学目标。

（2）迄今距第一个地震预报实验场的建立已有半个多世纪。到目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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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一个地震预报实验场在其工作时段和工作地区内按“预定计划”完美地

“捕捉”到“目标地震”。极端地说，迄今还没有哪一个地震预报实验场项目

可以宣称自己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科学目标。与此相应，很多地震预报实验场

在运转的过程中逐渐偏离了原来的科学目标：在预期的中强地震不发生的情况

下，关注重点转向小地震；在地震预测预报研究不成功的情况下，研究重点从

地震预测预报转向地震构造、地震强地面运动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在科学

上固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却并不是地震预报实验场最初的科学目标。这一科学

目标的“游移”使一些实验场从建立之后不久就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震

预报实验场了。

（3）由于地震预报研究需要较长时间的观测资料积累，而地震预测预报

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又大大超出地震预报实验场建立之初科学界的估计，所以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地震预报实验场常常面临得不到长期支持的困境。尽管

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已建立了不下30个地震预报实验场，但真正至今仍坚持工

作的（如日本东海地区）或者事实上还在坚持工作的（如美国帕克菲尔德、冰

岛），则寥寥无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但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地震预报实验场建立之初就缺乏清晰的、切实可行

的可持续发展规划。

（4）对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问题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导致迄今绝大多数地

震预报实验场都基本上（如果不是完全）不具备“大科学工程”所需的基本条

件。事实上，面对地震预测预报这样一个复杂的科学难题，面对一个多学科、

多手段“聚焦”的观测系统和连续作业、长期维护的需要，地震预报实验场首

先应当按照“大科学工程”的理念和思路，进行全面细致的目标设计、科学规

划、项目计划，并在运行过程中进行动态的效能评估，实施规范的过程管理。

但是，与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大科学工程”项目，例如大型粒子加速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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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探测项目、深海探测项目相比，目前所见的地震预报实验场，在很多方面

还缺少“大科学工程”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在科学上，一些实验场简单强

调“加密观测”，一些实验场简单强调“前兆”观测检验，几乎所有的实验场

都把“捕捉”地震作为一个工作目标，但几乎所有的实验场都没有一个“如果

捕捉地震的努力失败应该怎么办”的预案性的应对机制。

3. 地震预报实验场的科学思路和科学目标问题

目前，地震科学中的一个有意义的科学概念，是地震的可预报性

（predictability）。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在现有的科学认识条件下，地震的一

些性质看来还是可以预测的，另一些性质现在还无法预测。对这些可预测的性

质的预测，可以用来为社会服务；这些可预测的性质，同时也是进一步研究的

基础。地震预测预报研究，即是通过不断深化对地震的“可预测性”的科学认

识，循序渐进地提升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水平和实际预测能力6。

也就是说，尽管地震预报目前仍非常困难，如果在一个比较广泛的意义上

理解地震预测预报，那么地震预测预报研究包括地震预报实验场研究，不仅可

以在有限的时间和范围里取得实实在在的科学认识上的进展，而且有可能在现

有的科技条件下为社会的防震减灾提供服务。这种服务实际上已经并正在防震

减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前兆和异常的检验：地震预报实验场的“底线”科学目标

迄今报道的“异常”和“前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还需要认真的系统研

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地震前兆的研究尽管仍未得到可以成功进行地震预报

的结果，却在3个方面取得科学认识上的重要进展。

6 http://www.iaspei.org/cape_town_2009/Jordan_IASPEI_Final.pdf.



56

地震预测预报相关的重要科技挑战 2019年

（1）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系统地、批判性地检验和否定了一批地震

“前兆”，这不仅是地震预测预报研究的科学性的必然要求，也如同爱迪生发

明电灯时对各种材料进行的试验一样，对于未来的突破是必不可少的。20世纪

60年代以来，已经积累了大量地震“前兆”的案例。其中一些观测手段被认为

是有希望的。目前，科学上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这些手段的作用，而这就

需要通过实验场来进行更进一步的观测检验。重要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不断有新的观测手段和新的技术可以在地震预测预报的探索中得到应用。

确认这些新的技术和新的手段在地震预测预报中是否真正能发挥作用，已不需

要像对历史上已经研究过的“前兆”那样走那么多的弯路。地震预报实验场提

供了这种研究的一个理想的平台。

（2）基于对地震成因问题的理解，人们试图将不同观测手段得到的信息放

在一个统一的物理背景下进行解释。这是地震预测预报走向“物理预报”的开

始。实际上，在以往近半个世纪的地震预测预报研究中，比批判性地否定了很

多地震“前兆异常”的有效性更为重要的，是在思路上否定了原来简单的“寻

找异常、用异常报地震”的技术路线的有效性。现在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地震

前“应该”可能观测到什么现象，是和具体的地球动力学过程、和具体的地震

的孕育和发生过程有关的（吴忠良等, 2006）。与此相关的是，对地震前兆异常

的观测和检验，一定要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地震的具体情况才行，实验场则是

进一步阐明这一问题的理想场所。

（3）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摸索和实践，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地震预测预

报研究中没有统计是不行的，但是，只用统计也不足以解决地震预测预报的科

学问题。目前，主流科学界对监测和预测工作中排除干扰、识别“异常”的方

法，对评估预测是否“有效”的方法，已有越来越多的共识。这是统计应用于

地震预测预报研究的最为重要的进展之一。目前，中国地震预测预报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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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进展的忽视和轻视，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很多新闻媒体报道中不断出现

误导的根本原因。不过，前兆或预报的统计检验，同样离不开地震和地震区的

具体情况，对这个问题的忽视也正是目前国际上的一些误导和争论的认识盲

区。清楚地阐明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地震预报实验场。

2）地震预报实验场的基础科学研究目标

地震预报实验场建立之初，对前兆观测手段的检验是一个重要的科学目

标。但是从地震预测预报研究的角度看，地震预报实验场的科学目标，决不只

是可能的地震前兆和地震预测预报方法的检验。从基础科学发展的角度，地震

预报实验场的主要科学目标有3个方面：

（1）地震预报实验场试图围绕一个构造比较明确，中长期地震危险性比

较突出，研究基础比较好的地区，针对一个未来可能发生的强震的“想定情

景”，来检验以往关于地震孕育、地震发生、地震预测预报方案的想法究竟是

否正确，并在这种建立观测约束的努力中深化对于地震成因和地震预测预报问

题的认识。

（2）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开始加

入地震的研究和地震预测预报的探索。所有的新技术手段进入地震预测预报研

究，都需经过必要的观测实验和预测检验。地震预报实验场的科学目标是建立

一个研究平台，以在阐明相关观测的物理意义，在排除干扰、科学评估所得观

测信息的可靠性和预测效能等方面提供更为合理的技术方案。

（3）现在已经比较清楚的是，全球大多数地震都分布在岩石圈构造板块的

边界带上；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7级以上强震，都分布在“构造块体”的边界带

上。2001年11月14日昆仑山口西8级地震和2008年5月12日汶川8级地震，都发生

在构造块体边界带上。自然的思路是，应该对中国大陆上的所有有条件发震、

并有可能成灾的块体边界带，进行详细的调查和严密的监测。问题是，针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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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区的监测应如何进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监测系统的作用，以真正能够

监测到地震孕育和发生的信息。汶川地震启示我们，要实现这种监测目标，简

单地“加密”既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也很难进行实际操作；“守株待兔”式

“捕捉前兆”的思路亦过于简单。地震预报实验场的科学目标是，通过实验场

的工作，为更大范围的监测和研究提供经验。事实上，很多在地震预报实验场

中得到的监测研究的经验，例如圣安德烈斯断层上的地震深钻相关的研究项

目，已经开始借鉴到其他地区。

因此，从科学上，检验以往关于地震成因和地震预测预报的想法是否成

立、将新的观测手段整合到地震预测预报研究中来、为其他地区的地震监测预

报提供经验，是地震预报实验场的科学目标。

3）地震预报实验场的实际意义

即使在短期内还很难看到地震预报问题取得突破和最终解决的可能性，

即使不考虑基础科学研究中长期积累的必要性，即使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

会、科技方面的发展中国家，地震预报实验场的实际意义也十分明显。

防震减灾中不仅包括地震监测预报，而且包括震灾防御、地震应急救援

等诸多环节，这些环节同样需要以高科技含量的工作为基础，在这些高科技含

量的工作中，地震构造、地震复发特征、活断层、地震危险性、深部和近地表

构造等都是重要的科学信息——汶川的教训之一是，那些位于断层带上的工程

建筑、那些在断层带附近位于断层“上盘”的工程建筑，在地震中遭受的破坏

最为严重，而这些断层带的位置和断层“上盘”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

探测得到的。地震预报实验场的建立，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当地的地震构造、

地震复发特征、活断层、深部和近地表构造等的详细研究，为震灾防御和地震

应急救援提供扎实的科学信息，并开展与实验场研究配套的减灾对策研究，从

而使实验场区成为震灾防御和应急救援的“典型示范区”。实验场的建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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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通过集中的多学科、多手段的观测研究，通过观测、研究、监测、模拟

等工作的结合，使实验场区和围绕实验场建立的观测系统、数据分析系统、模

拟系统和预测预警系统等成为地震监测和地震预报的“专业参谋部”，为建立

“长中短临与震后”多路探索的分析预报体系（刘桂萍, 2010）提供必要的科技

支持和决策参考。地震预报实验场所进行的研究当然是针对地震，特别是地震

预报问题的，但地震预报实验场所得到的观测资料，其应用范围却绝不限于地

震研究。从面向地球内部的大型科学实验的角度看，地震预报实验场通过向科

学界提供高质量的观测数据，向社会提供高科技含量的科技产品，显然可使实

验场成为科技创新和能力建设的“开放实验室”。当然，“典型示范区”“专

业参谋部”“开放实验室”的基础，还是高质量的观测。

4. 与地震博弈：地震预报实验场的计划

几十年来地震预报实验场的实践表明，一些实验场及其附近在实验期间前

后确实发生了中强地震。例如，1989年洛马普列塔地震和1992年兰德斯地震距

帕克菲尔德实验场都不远，如果该实验场的范围再大一些，就可以“捕捉”到

这两次地震的更多信息；1996年丽江7.0级地震的震中，恰在滇西地震预报实验

场的北缘；1999年伊兹米特7.4级地震发生在土耳其地震预报实验场内，只是没

有发生在实验场的“工作时段”；1997年勘察加7.8级地震，也发生在勘察加地

震预报实验场内。这些事实说明，地震预报实验场确实存在与地震“近距离接

触”的机会。当然，即使这些地震恰好发生在实验场内，即使这些实验场在地

震发生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也不能保证可以对上述地震做出成功的预报和警

报，因为地震预报实验场的目标毕竟是对一个结论未知的科学问题开展科学实

验。但是，这些地震的观测至少可以积累丰富的科学资料。

针对目前对地震的孕育和发生过程的理解，考虑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地震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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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预报研究的经验教训，从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和一个对社会更有现实帮助

的意义上理解地震预测预报，对于可能的地震监测预报方案和地震预报实验场

工作方案的“桌面推演”式设想如下。

（1）在中长期时间尺度上，通过应力测量、地震参数、“重复地震”、卫

星影像、形变测量等，确定可能的高应力段或应变积累段；通过深部构造、活

断层分段、古地震、微震活动等，确定在这些高应力段或应变积累段中的“闭

锁段”或“凹凸体”；通过地震“复发”特征、地震活动、蠕变性质、应力场

模拟等综合分析，确定相关段落“距下次地震还有多远”。

（2）在中短期时间尺度上，针对地震断层（地震发生的“内因”），通过

微震活动性、介质时间变化的动态监测（例如C3技术、主动源探测技术）、S波

分裂等，就地震断层带的力学性能、流体作用等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并确定

其与“临界点”的距离。针对环境效应（地震发生的“外因”），在中长期地

震危险性估计的背景下，通过“地震触发”、ETS观测等，确定中短期时间尺度

上的地震危险性。

（3）根据不同段落的地震孕育和发生的具体模型，根据对前兆与应力场的

关系（“场兆”）、前兆与发震断层的“失稳”的关系（“源兆”）的理解，

确定“目标地震”的“预期前兆”的观测、监测和预测检验方案。

地震预报实验场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项目，而是一个面向复杂科学问题的

“大科学”工程，因此在实验场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需要就观测、监测和预

测预报等的方案，确定若干技术规范，包括：不同技术手段的组织实施规范，

不同技术手段的数据汇交规范，不同技术手段的质量认证规范，前兆异常判定

和预测效能检验的规范，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的规范，出现一些异常后实验场进

行响应性的强化监测的规范，强地震发生后实验场进行响应性的震后强化监测

的规范，实验场推出科学产品、披露监测预报信息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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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大陆地震震例的前兆异常统计（蒋海昆等, 2009），绝大多数“疑

似”地震前兆出现在距震中300 km以内；随震级的增大，异常出现的范围有扩

大的趋势。前兆异常出现的范围（R）与震源体破裂尺度（L）有关，一般是破

裂尺度（L）的2—3倍。这是在设计能够实现有效监测的前兆监测系统时应该

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它给出了在完全不考虑局部孕震环境的情况下，简单地按

“均匀布设”原则部署作为背景监测的地震前兆监测系统的底线条件。

地震前兆异常通常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表现为长期 

缓慢变化、震前快速变化、震时突变和震后调整等4个阶段。对《中国震例》收

录的185个有前兆观测异常的震例，针对异常持续时间的频次分布，按不同震级

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异常持续时间主要分布在4年内，少数异常持续时间超过 

10年。

同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是，确认所观测到的“异常”是有意义的异常，

通常需要2—3倍时间的背景观测。因此，为确认以往观测到的前兆异常是否成

立，地震预报实验场的连续观测时间一般应设计为10—30年。

我国地震前兆观测项目较多，目前建立的地震前兆观测网络主要由形变、

电磁、地下水等三大前兆学科、几十种观测项目构成。除常规观测项目外，还

有一些试验性的研究项目，如卫星热红外观测、地震电磁波扰动观测等。

在前述的汶川地震的“多单元组合”孕育模型中，若要有效地监测到地震

前兆变化，就需要首先考虑不同构造单元上的“预期前兆”。也许简单地将孕

震系统分成加载、支撑、闭锁等3个单元仍显简单化，但它要说明的问题是，以

为我们密集地部署一批仪器，然后凭着仪器记录的“异常”来对未来的地震进

行预报，实际上是一个天真的想法。汶川地震的前兆异常统计给出的教训之一

就是，这种天真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致命的误导性。例如，汶川地震前，

在加载单元出现大范围的大应变、在支撑单元中前兆很少的情况，使地震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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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没有也不可能将注意力集中于龙门山断裂带。而在“均匀加密监测”的简

单设计思想的指导下，在闭锁单元可用的监测手段很少。

未来的地震预报实验场的设计思路之一，就是要充分考虑每一个未来地震

的“想定场景”的不同版本，搞清这一未来地震的可能的孕育和发生模式，并

针对这一未来地震的孕育和发生的模式，设计有针对性的监测系统，来考察所

研究的地震前兆异常和地震预测预报方法是否有效。

5. 结论和讨论：走向物理预报

本文系统讨论了地震预报实验场的科学目标和科学问题。试图有所创新

的思路是，针对不同发震断层带上的“想定地震破裂”，给出相应的地壳形变

和地震孕育的“想定模式”，并针对这一“想定模式”来设计观测项目、监测

系统和预报策略。为此，实验场的目标，是通过地质和地球物理观测研究，对

相关的构造物理模型实现有效约束；通过针对具体的“想定地震破裂”的监测

系统的设计，对相关的地震断层实现有效控制；通过针对具体地区的预报策略

的设计和实现，以及长期稳定的观测实验，对相关的假说和前兆“异常”进行

有效检验。根据这种“有效约束、有效控制、有效检验”的目标，“从统计预

报、经验预报转向物理预报”，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仅具有旗帜性的口号。两

个重要的突破口，一个是“统计物理预报”，一个是“构造物理预报”。

在国际地震研究的参考系中，这些概念实际上并不陌生。这些概念所反映

的，无非是国际同行所说的Monitoring and Modeling for Prediction（MMP）的概

念的具体化。日本同行已经按照这一思路，在东海地区“严阵以待”7。

因此，为回答“说清楚你们的计划对地震预报研究究竟有什么（可考核

7 Hoshiba, M., 2006. Current strategy for prediction of Tokai earthquake and its recent topics. http://cais.
gsi.go.jp/UJNR/6th/orally/O04_UJNR_Hoshiba.pdf.



63

附录2  地震预报实验场：科学问题与科学目标

的）用处”这一问题，实际上可以就我们现有的科学认识和工作基础，评估各

关键地区的MMP“等级”和整个中国大陆的MMP“积分”。脚踏实地的地震监

测预报能力的加强，实际上可以落实在实验场区MMP“等级”的提升，和整个

中国大陆地区MMP“积分”的持续增加。

目前，地震预报研究与实践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我们实际上在

科学认识方面还没有能够充分地利用现有的地震科学基础研究成果，而在实际

监测预报方面还没有能够在现有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实现有效的监测和模型约

束。这既是这一领域中有如此多的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地震预报实验场

目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科学基础。地震预报实验场试图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

问题是，在能够充分利用目前地震科学的基础研究成果的条件下，在已经形成

有效的监测和模型约束的情况下，我们对地震的预测预报能力究竟能够达到什

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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