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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中短临渐进式预报是我国地震预报实践的整体

工作思路，其中10年尺度预测为长期预测、1-2年为中

期、3个月为短期、10天为临震。从预测时间尺度来

讲，地震大形势跟踪工作为中期预测，介于长期和短

临之间。目前地震大形势跟踪工作主要包括3个方面内

容：1）中国大陆及其主要构造区趋势预测；2）中国

大陆强震主体活动区预测；3）中国大陆长期地震危险

区发震紧迫程度分析。 

一、关于地震大形势业务发展与制度完善过程回

顾： 

1972年山西临汾地震科技讨论会。认识到中国及

邻区强震活动时间上呈现平静段和高潮段相互交替出

现的特征，正式提出了地震群体大形势预测的可能

性。 

1988年，（88）震发计字第347号文，关于搞好地

震事业《中长期发展纲要》和“八五规划”编制工作

的通知。明确由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负责，组织

相关单位给出2020年前（重点2000年前）我国大陆地

震形势分析研究报告。并通过研讨，认为几十年时间

尺度的全国主要地震危险区（带）的地震危险性判定

研究涉及的主要科学问题包括：1）探索几十年时间尺

度的长期地震预测研究的内容、方法、手段和理论；

2）地质与地球物理的深部探测技术：地体地震构造、

地壳结构、地球物理参数；3）地震活动与形变等观测

系统：板内小板块的构造运动、应力应变累积；4）现

代物理和统计学：时空不均匀的地震过程本质、演进

方式和成因。 

1989年，确定大地震形势研究目标为5-10年地震

危险性判定研究；其主要工作内容：1）地震时间序列

中群体活动的动态分析（期幕活动）；2）地震活动时

空图像及其动力环境的研究（中等地震活动，震源区

震前异常，强震时空演化特征）；3）地球物理、地球

化学前兆场的动态监测与分析（垂直地壳变形）。 

        1990年正式出版《中国地震大形势预测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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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正式出版《中国地震大形势预测研究2》，

地震大形势工作重点是10年尺度趋势预测和重点地震危

险区预测。地震大形势预测研究是链接百年尺度超长期

预报和年尺度中短期预报的重要中间环节，它的任务是

研究地震区（带）十年尺度强震群体活动的时空演进方

式、地壳变形和天文因素等长期变化特征，及其在预报

中的应用，地震大形势预测研究为中短期年度震情判定

和危险点选择，提供重要背景和依据。涉及地震活动

性、地震动力学、长期前兆变化和综合地震预报等方

面。 

1994年由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组织全国18个单位

开展地震大形势预测研究，为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提交

1-3年地震大形势预测报告，作为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的

主要材料之一。 

1995年开始做全国10年尺度的地震重点监视防御

区，至此长、中、短、临渐进式地震预报业务体系基本

形成。10年或稍长时间的强震中长期危险区预测、1-3年

地震大形势预测、年度以内至更短的中短其至临震预

测。 

1994年开始把地震大形势预测作为全国地震分析预

报的一项工作任务，开始设计地震大形势预测每3年做1

次，在当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前召开地震大形势研讨

会，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三年一大会（有地震大形势判

定）、一年一小会（无地震大形势判定）。 

从2006年底提交的2007~2009年地震大形势预测报

告后，对预测目标做了调整，重点是做好未来1-3年地震

趋势和强震活动主体区的预测，而不再给出未来1-3年地

震危险区预测；其中年尺度以下跟踪由短临业务牵头单

位台网中心完成。 

2007年大形势工作试图说清楚1年趋势问题。 

从2013年开始，进一步明确做好未来3年和未来1年

地震趋势和强震活动主体区的预测； 2013年后，季度跟

踪牵头单位由之前短临预报业务牵头单位调整为中长期

预报业务牵头单位，季度跟踪目标是跟踪年度地震危险

区短临危险性，而非长期危险区中短期强震危险性。 

2016年开始，开展长期危险区发震紧迫程度判定，

该工作弥补了长期预报减灾效益发挥不足的工作缺陷，

也从业务上落实防震减灾法对重点监视防御区年度跟踪

的法律要求。 

2019年年中，明确地震大形势跟踪工作的年度目标

为：未来1-2年中国大陆强震趋势（西7东6）和主体活动

区、长期危险区发震紧迫程度判定；地震大形势跟踪工

作的年中目标为：未来1-2年中国大陆强震趋势（西7东

6）跟踪、下半年中国大陆强震趋势（西7东6）、长期

危险区发震紧迫程度年度判定结果的动态跟踪；对于趋

势和发震紧迫程度判定，除了重大震情外，季度动态跟

踪并给出跟踪结果。 

二、关于地震大形势业务的工作内容和关键科学问

题： 

针对地震大形势跟踪工作的年度目标，整体工作思

路是通过多学科、多尺度动态跟踪资料结合地质构造背

景，试图将“场源结合，以场求源”的地震预报思路落

实到具体中长期预报业务工作中。 

发展 场源结合-以场求源 科学思路

多学科、多尺度动态资料与构造背景结合

板
块
边
界
动
力

大-中尺度
动态变形场

长期危险区

大陆重点构造区
地震活动

发震紧迫
程度

→断层运动
→断层应力
→震源异常

区域地震趋势 强震地点判定

中国大陆强震趋势和主体区判定

图1  地震大形势跟踪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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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大陆及主要构造区强震趋势分析 

1）工作目标是判定未来1-2年中国大陆强震趋势

（西7东6），工作内容包括：①强震活动状态动态跟踪

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全球及中国大陆周边强震趋势及其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中国大陆及主要构造区期幕活动分

析；②1-2年中国大陆强震趋势分析工作内容主要包括

周边显著强震影响、重点构造区动态资料跟踪、重点构

造区中短期预测依据；③综合不同空间尺度、不同时间

频段动态跟踪依据给出未来1-2年强震趋势判定。 

 

 
         图2  区域强震趋势跟踪工作思路 

2）强震活动状态动态跟踪的关键科学问题主要涉

及中国大陆强震孕育发生的动力源、强震活动状态变化

物理机制和跟踪方法；强震趋势分析工作的关键科学问

题涉及动力源突发调整作用及其影响、区域强震状态变

化物理机制和判定方法。具体科学问题为区域断层系统

强震时空演化过程，包括区域强震期幕活动的物理机

制、板块对区域强震期幕活动的作用、区域强震期幕活

动有效判定的物理方法。 

2、10年尺度中国大陆重点地震危险区发震紧迫程

度判定 

1）10年尺度发震紧迫程度判定工作目标为：①长

期危险区判定结果的跟踪，依据进行跟踪，动态跟踪相

关最新观测资料和研究成果是否对长期预报依据有不同

结论，动态跟踪强震发生后相关长期预报依据是否会发

生变化，如果有显著变化依据根据长期危险区判定规则

对危险区判定结果进行修正或调整；②长期危险区中期

危险性的判定，根据中短期动态跟踪资料，给出长期危

险区发震紧迫程度判定。 

2）其关键核心科学问题为强震时间预测，具体为

判定强震孕育阶段的有效物理方法和典型震源异常的物

理机制。 

 

全球和相关构造区

中国大陆地区及
内部主要构造区

周边显著地震影响

动力源持续作用的调整

动力源突发作用的影响

整体状态变化
内部区域状态调整

不同的空间尺度
不同的时间频段

年度强震趋势分析

强震活动状态的动态跟踪

重点构造区动态资料跟踪 重点构造区强震状态

重点构造区中短期依据 重点构造区年度趋势判定

中国大陆年度地震趋势预测的分析思路

中长期地震重点危险区

发震紧迫程度

断
层
运
动
状
态

断
层
应
力
状
态

震
源
异
常
信
息

紧迫 比较紧迫 背景

长期重点地震危险区发震紧迫程度跟踪思路

地震地质与区域变形背景

技术方法

地震地质与区域变形背景
1. 破裂空段
2.区域地壳变形

断层运动
1. 断层闭锁
2.小震稀疏段

断层应力
1.库仑应力变化
2.b值空间扫描
3.震源机制一致性参数

震源异常
1.地震活动异常
2.流动地球物理场观测异常
3.定点地球物理异常加速

图3  长期地震危险区发震紧迫程度跟踪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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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大陆强震主体活动地区分析 

1）主体区是指一段时间内强震成组活动的区域，

根据中国大陆西7东6的跟踪目标，主体区的时间尺度

一般不会少于2年；另一方面，在长期预报工作中期幕

活动和主体区分别是时间和地点的判定，只不过时间

精度和空间分辨率均较低，因此大形势的主体区判定

也演化为确定强震趋势增强情况下的最可能的强震区

域判定。 

2）关键科学问题是区域强震时空演化中壳幔物理

或化学的变化过程、区域强震时空演化过程与单个断

层段强震动力学过程之间关系。 

三、地震中长期预报科技需求 

中国大陆地区在周边印度板块、菲律宾海板块、

太平洋板块共同作用下，经过漫长地震地质构造演

化，形成了中国大陆强震孕育环境最显著的两个特

点：纵向分层，横向分块。纵向分层的特点表明动力

边界作用除了板块边界外可能还要考虑深部动力作

用；同时，我国地震学家已经关注到横向分块的重要

性，逐渐形成了以活动地块动力学假说为主线的地震

监测预报科学思路，即“以场求源，场源结合”的大陆

强震机理与预测科学思路。但目前日常地震预报仍然

以统计经验性预报为主，缺乏物理预测方法、缺乏动

力学过程分析、缺乏基于大陆型强震物理机制的综合

定量预测方案。为弥补这些不足和缺陷，通过国内外

现今强震中长期预测研究进展的调研，我们认识到当

前我国地震中长期预报的关键科学问题涉及到认识我

国大陆型强震孕育发生规律的4个关键科学问题： 

1、从板块到断层的动力加载过程 

科学目标是明确中国大陆强震孕育发生的动力源

及其该动力源不同时间尺度（同震破裂过程、震后调

整、板块作用动态调整、板块稳定加载、活动构造历

史演化）的动态调整对中国大陆强震的影响。 

涉及到的科学问题，按照空间尺度由大到小分别

为：周边板块动力边界加载、活动地块运动调整、活

动地块边界带的构造带变形机制、构造带内主要断裂

带应力加载，基于上述4个动力学过程基础上，重点讨

论中国大陆地区在周边板块动力作用下的壳幔应力应

变时空演化过程。 

为认识中国大陆强震孕育发生提供大陆动力学背

景，为强震中长期预测提供动力源及其动力源具体作

用的基本科学认识，为强震趋势跟踪提供周边板块动

力作用动态调整过程及其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2、大陆型强震震源物理模型 

科学目标是明确中国大陆强震孕育发生的物理机

制，尤其是大陆型走滑、逆冲、拉张等不同类型强震

的物理机制。 

按照中长期预报需求分为两类：1）业务应用型基

础模型，包括断层破裂模型、断层运动模型、断层应

力模型、大地测量模型、强震复发模型等；2）基础性

的基础模型，包括介质模型、断层模型、结构模型、

流变模型、热力学模型等。 

为中长期预报中的震级预报和地点预报提供定量

的工作基础，为认识大陆型活动断层的发震能力提供

基本的科学认识。 

3、大陆型强震动力学过程 

科学目标是明确中国大陆强震原地复发过程中的

同震破裂、震后调整、震间早期、震间中期、震间晚

期、震前等不同时间段内，断层运动、断层应力、中

小地震活动等时空演化特征，并以此分析相关物理观

测的可能变化。 

由于中国大陆强震原地复发周期较长，现代地震

观测不能覆盖强震动力学的全过程，需要针对处于不

同孕震阶段的断层段，以“空间换时间”的思路，构

建大陆型强震动力学过程，需要分别构建走滑、逆

冲、拉张等不同类型强震动力学过程。 

为中长期预报中的时间预报和地点预报提供定量

的工作基础，为认识大陆型强震的地表响应提供基本

的科学认识。 

4、区域强震时空演化过程 

科学目标是明确构造区内断裂系统与区域强震时

空演化之间关系，重点关注区域强震成组活动的物理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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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大陆典型构造区，开展不同时间尺度和不

同震级的强震时空演化特征研究，涉及边界条件、初始

条件、壳幔介质时间力学参数、断层力学参数等数值预

报相关的关键参数确定，基于数值模拟给出合成地震目

录，分析不同构造和不同震级的复发频率、G-R关系等

地震活动性特征。 

为中长期预报中的主体地区预报提供定量的工作基

础，为认识中国大陆及其内部重点构造区的强震时空演

化提供基本的科学认识。 

5、中国大陆强震物理长期预报原型业务体系构建 

中国大陆强震孕育发生规律的认识是强震物理预报

的基础，只有上述关键科学问题的进展才有可能建立我

国强震物理预报业务，在此过程中应注重研究与预报业

务应用的深度结合。而基于上述科学问题可以给出相应

中长期物理预报业务，例如，基于震源物理模型的概率

预测、强震动力学概率预测、区域数值预测等。而中间

的关键技术实现和关键问题明确不仅仅是地震中长期预

报的业务需求，更是大陆型强震机理的研究需求。 

针对基于强震震源物理模型的地点和震级物理预测

方法、基于强震动力学过程的时间物理预测方法、基于

区域强震成组时空演化物理机制的主体区物理预测方

法，开展相关预测方法的适用性分析，构建中国大陆强

震物理预测业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