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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 2020 年 6 月开始，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牵头开展了震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评价工作。本文介
绍该工作近 10 个月的工作进展。

一、震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评价工作的来源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地震局党组关于认真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推进新
时代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震党发〔
2018〕92 号），根据中国地震局《新时代防震减灾事
业现代化纲要（2019-2035 年）》（中震党发〔2019〕101
号）和《关于加强科技创新支撑新时代防震减灾事业
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
所制定了《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加强科技创新
支撑新时代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建设试点行动方案

（2020 ～ 2022 年）》。该方案 2020 年 6 月 12 日得到了
中国地震局新时代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的批复（中震财函（2020）27 号），正式实施。

试点行动方案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防灾减灾救灾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
持“三个面向”，以解决地震监测预测业务迫切需求
为出发点落脚点，坚持应用导向、突出重点、有限目

标、务求实效，加快成果转化，强化科技对业务工作
支撑，为科技与业务有机衔接深度融合、推动防震减
灾事业现代化建设探索经验。

试点行动方案的工作目标是：紧紧围绕科研与业
务的融合，针对预测方法评估、地震站网评估、新技
术推广应用、地震危险区调查和地震科考、预报员访
学、地震信息专题图标准化等瓶颈问题，深化预测所
与台网中心、震防中心、四川局、云南局等单位合
作，用三年左右时间实现对业务的有效支撑。

试点行动方案的主要任务是： 

1. 地震数值预测研究和传统方法评估试点

2. 地震监测站网评估试点

3. 人工智能地震监测分析系统完善与应用

4. 地震危险区精细调查和地震现场综合科学考察
试点

5. 预报员访学试点

6. 地震信息专题图试点

“震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评价”就属于上面第一
个主要任务中的“传统方法评估试点”，主要是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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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于印发《震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评价工作规则（试行）》的函”首页

前地震预测业务中使用的预测指标、方法和方案进行
梳理，建立评估技术方法、流程和规则，对有关预测
方法的科学性、数据的完备性和可靠性进行评估。参
加该项工作的主要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中
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学科技术协调
组、全国分析预报技术管理组（含测震、地壳形变、
地下流体、电磁 4 个管理组）。

二、震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评价工作主要行动

         1. 完成《震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评价工作规则（试
行）》的论证和下发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确定了震情会商技术方法的
评估流程，并通过监测预报司组织的专家论证，《震
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评价工作规则（试行）》（中震办函

（2020）92 号）（图 1）已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由中国地
震局办公室下发到相关单位。

2. 编写完成《震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测试评价工
作细则》，通过论证并发布。

根据中国地震局下发的《震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
评价工作细则》，编写了《震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测

试评价工作细则（试行）》，初步建立了地震预测传
统方法动态测试的技术方法、流程和规则。2020 年 10
月 27 日组织了专家论证会（图 2），通过了《震情会
商技术方法动态测试评价工作细则》。

图 2 《震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测试评价工作细则》论证会

图 3 “关于印发《震情会商技术方法测试评价细则（试行）》

的函”首页



图 4 “关于印发《震情会商技术方法业务应用推荐清单（2020）》的函”

2020 年 11 月 10 日由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发布《关于印发〈震情会商技术方法测试评价细则（试
行）〉的函》（震预函（2020）122 号））（图 3）。

3. 完成《震情会商技术方法业务应用推荐清单
（2020）》论证与发布

2020 年 11 月 27 日，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学科技
术协调组组长邵志刚研究员主持了《震情会商技术方
法业务应用推荐清单（2020 年）》专家论证会，从日

常会商常用的 28 种分析预报技术方法中选取了 23 种
作为 2020 年度震情会商技术方法业务应用推荐清单

（《震情会商技术方法业务应用推荐清单（2020）》），
并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由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发布《关于印发〈震情会商技术方法业务应用推荐清
单（2020）〉的函》（震预函（2020）155 号）（图 4）。

该推荐清单已将作为 2021 年各业务单位震情跟踪
分析预报方法，将推进地震分析预报技术标准化。

4.《震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评价工作规则（试行）》
的宣讲与交流

受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的委托，辽宁省地震局
2020 年 12 月 6-8 日举办了《全国地震预报业务改革进
展交流研讨会》，会议内容是省地震台预报工作职责
任务落实经验交流；地震预测指标建设应用与会商技
术方案编制经验交流；地震会商技术系统业务试用进
展交流。张永仙研究员在会议上介绍了本试点任务承
担的震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评价作机制建设任务的进
展，并与各省局代表讨论了《震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
评价工作规则（试行）》在未来实施过程中的细节问题，
为 2021 年贯彻规范化的震情跟踪技术方案打下好的基
础。

5.《震情会商技术方法业务应用推荐清单（2020
年）》已经在 2021 年度各单位的地震短临跟踪工作方
案中得到贯彻

根据监测预报司《关于开展震情短临跟踪和会商
研判技术方案审查工作的通知》（中震测函 [2021]3 号）
的要求，全国各业务单位已编写 2021 年震情短临跟踪
和会商研判技术方案，内含相关《震情会商技术方法
业务应用推荐清单（2020 年）》中具备开展工作条件

的技术方法。
三、下一步工作目标

震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评价试点工作是三年计划
（2020-2022）。

1. 2020 年的目标是针对地震预测传统方法，根据
中国地震局《震情会商技术方法动态评估工作规则》，
确定《震情会商技术方法测试评价工作细则》，并通
过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学科技术协调组的专家论证。
这个年度目标已完成。

2. 2021 年的目标是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推出震情会
商技术方法业务试用清单；建立和完善地震预测传统
方法评估的技术方法、流程和规则。实际上 2020 年已
推出了震情会商技术方法业务试用清单，各业务单位
的 2021 年震情跟踪方案中也采用了这个清单上的分析
预报技术。近期将组织相关学科和专家对这些技术方
案进行审核和确定。

这个清单将根据 2021 年各业务单位实践结果进行
重新评估和审议，将根据滚动评估结果进行调整，并
发布 2021 年震情会商技术方法业务试用清单。

3. 2022 年的目标是向省局推广地震预测检验方法
和流程，实现 3 个以上省局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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