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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震能否预报 

           



1963年 

关于地震发生的几点认识   傅承义 - 地震战线,(8), 1971 



Beginning of Practice of Chinese  Earthquake Prediction Research –  
Xingtai Earthquake, 1966 

1966年邢台地震造成巨大伤亡，中国开始地震预报研究 

死亡 
Death toll  
8064 
 
受伤 
Injured 
38000 

Isoseismal map 
等震线图 

Beijing 

震级 
6.8 
 
 
烈度 
~X 

1966年3月8日凌晨，邢台发生M6.8级地
震。 地震预报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中上路。 

http://www.852266.com/?id=1169&page=6


Success of the Haicheng earthquake Prediction, 1975  
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M7.3级海城地震成功预报 



1976年7月28日3点43分M7.8级 
唐山地震没有能够预报 

贾云年-科大校友 

河北省地震局苏英俊、
贾云年等六人唐山遇难 



2008年Mw7.9汶川地震仍然未能预报                         
69,195 killed, and 18,392 missing   

  汶川地震 



? 
Occurred in 
2004 

经验本来就少 
老经验总碰上新问题 

   国际预报实践亦不乐观 



地震不能预报？ 
 
     这些失败导致悲观的论点兴盛，其中以Geller等

人1997年在Nature上发表的《地震不能预报》

（Earthquake cannot be predicted）一文为典型代表。 

他们认为“地震预报的研究已经进行了100多年并没有

取得明显成果，一些宣称获得的突破都未能经得起推敲，

广泛的搜索并没有找到可靠的前兆。理论工作表明，断

层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它对庞大地球内的不

可测量的精微细节都高度敏感，而不只是局限

在震源附近。因此，任何微小的地震都有一定

的概率级联成一个大事件。对即将发生大地震

发布可靠的警报看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R Geller 
 
 
 
 
 
 
Y Kagan 
 
 
 
 
 
 
 
D Jackson 



地震是否能够预测 
我国地震工作者也仍有不同看法？ 

 
网络剪辑 

 



  沙堆模型的观点：    既然一旦沙子形成陡峭的坡，
就无法估计随机地新丢下去的沙子会导致什么结果：
它可能只是打几个滚就停下了，也可能触发周围的沙
子引起一场小规模崩塌，但也可能引起一连串连锁反
应，导致几百万粒沙子一起崩塌。这种高度敏感的不
稳定状态称为临界状态。由于它是在沙子堆积过程中
自己逐渐形成的，巴克称之为自组织的临界状态。在
这种状态下任何规模的崩塌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即使
是最大的崩塌的发生也无其他特殊的因素。它是完全
不可预测的。 

震级M大的地震数目N少， 
震级M小的地震数目N多 Sandpile 

model 
沙堆模型 
同样可以生

成这样幂律

的崩塌。 
Self organized 
Criticality (SOC) 



随机乱开枪，着弹点的确无法预测 

瞄准开枪，在线性系统中着弹点正
态分布，可以预测 

在非线性系统中很远距离瞄准射击，蝴蝶效应 
   但距离不远时，仍可预报，天气预报即实证 



GPS velocity 
vectors with respect 
to the stable Eurasia 
[Wang et al. 2001] 

板块运动不是随机扔沙子，板块运动是有规律的。 

数十年 
 尺度 
 
 
 
 
 
 
 
  百万年 
   尺度 



一个格子有四颗沙子时 – 地
震 – 格子内应力释放（沙子
数目变为0），周围四个格子应
力增加，各增加一颗沙子。 

大地震结束了！没有格子有四颗沙子 
再按程序向上面中间格子扔沙子 

按设定程序向右下角扔沙子。 

向左上角扔沙子。 

向正中间扔沙子。 

向右中间扔沙子。 

向正中间扔沙子。 

又会引起小地震 

Z(i, j)  Z(i, j) – 4    (if Z(i, j) > Zc) 
   Z(i ± 1, j)   Z(i ± 1,j)+ 1 
   Z(i, j ±+ 1)   Z(i, j ±+ 1)+ 1 
 

所谓沙堆模型不是真的扔沙子，而是设计了一个细胞自动机模型。因为
随机扔沙子才不可预测。如果扔沙子是有规律的，则情况完全不同。 

Z(i, j) --> Z(i, j) + 1  at a random position (i, j). 
 

如果我们完全知道初始条件 （沙子分布）和应力增加规律（下一颗沙子扔在哪
里），     就可以准确数值预报！ 
如果不知道物理规律（计算的准则），但是当一个格子有三颗沙子时，有时会
有某些异常（前兆）。或者地震图像历史会出现某些类似，经验预报。 
如果大体知道初始条件和应力增加规律，但不完全准确知道， 
           就可以尝试数值计算若干情况，一定时间限度内概率预报。 
 

Time 

M  



天气预报 从经验预报到数值预报 
   地震预报 同样需要数值预报 
  需要从经验预报到物理预报 
 
                                                                        



      “当今的地震预报仍处于经验性预报阶

段， ……参加过1966年～1976年地震活跃期地

震预测预报工作的绝大部分同志已经退出了工作

岗位。现在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骨干多数没有经

历7级、甚至6级地震预报，经验明显不足，

‘经验’出现了断层。”（汶川地震总结与反思

地震预报工作组，2009） 。 

汶川地震后反思反映出经验预报的 
                           一个问题 



地震数值预报 – 中国人提出来的概念 
2003年 刘启元和吴建春 
         《论地震数值预报—关于我国地震预报研究发展战略的思考》 
 
             – 中国首次把它纳入国家发展纲要 
 
但是，几乎十年没有大动静，如何挽起袖子加油干？ 



2017 自然和人为诱发地震 
损失一年概率图最高达12% 



地震预报 
    长期 
    中期 
    短临 

 

UCERF3 
统一的加州地震破裂预测系统 

Uniform California Earthquake Rupture Forecast  

    时间无关 长期 
    时间相关 （中）长期 
    可操作   短临 

 



板块滑动速率 
    

考古地震复发周期 
   

震级频度关系 

统一的加州地震破裂预测系统 
Uniform California Earthquake Rupture Forecast 

（UCERF3 –TI 长期时间无关模型）  

“大反演”中，约束条件仅
产生2630个方程，但是未
知量有22000个，未知数
远大于方程 

该约束条件仅适用于板缘地震，
不适用于我国板内地震。想跟
在外国人后面走都不行了，只
有走自己的路。 



二、思考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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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 
地震数值预报 
   路线图 



丛 
集 
期 

平 
静 
期 

(HLSF) 

(LSF) 

(XTF) 

(HYF) 

长期 时间无关 
地震数值预报 

(MIN Wei et al., 2000) 

XTF 
LSF 

HLSF 

罗山 

贺兰山 

香山天景山 

peleoseismicity（古地震数据） 

Time (kyr) 



 有限元数值模拟 

黏弹塑性   不断加荷 
一个单元应力超过强度而破裂 – 仅仅一个单元相当一个小地震 
破裂引起应力场变化，其他单元如果也破裂 – 相当大地震 

HYF：海原断裂   YTSF：烟筒山断裂 
XTF：香山天景山断裂 LSF：罗山断裂 
NNSF：牛首山断裂  HHF：黄河断裂 
HLSF：贺兰山断裂YWF：云雾山小官山断裂 

       70° 
(Wang et al., 2014) 

70° 

65° 

    70° 
(Li et al.,2013) 

65° 

70° 

孙云强 罗纲 



黑色：模型结果       
红色：GPS数据    

红色：模型结果       
蓝色：GCMT    

孙云强 罗纲 

孙云强 硕博连读 

模型模拟的位移与实际GPS观测一致 
模拟的应力场与实际震源机制观测一致 

    模型结果 



模拟的人工合成地震目录 大震复发周期 大小地震比率 
        空间转移概率 等 与历史地震目录一致 

 

模型模拟的区域从50000到80000年的人工合成地震目录，不同断层上发生的地震用不同颜色表示。 

时间：2008-2017 

孙云强 罗纲 



烟筒山断裂 

海原断裂 香山天景山断裂 

云雾山小官山断裂 

罗山断裂 

黄河断裂 

牛首山断裂 

贺兰山断裂 

根
据
各
断
层
上
的
人
工
合
成
地
震
目
录 



推断长期时间无关的 
地震发生概率 

孙云强 罗纲 



长期时间无关的地震概率预测 

    但是，汶川地震复发周期约为3000多年，2008年地震后，未来大震危
险性应该较低；反之，同等平均概率地区如果已经多年没有大地震，可能
会更危险。因此需要…… 



华北地区近700 年地震序列的数学模拟 
王仁， 孙荀英， 蔡永恩 – 地震学报 1982 

应 用平面应变弹塑性有
限单元分析方法,反演近 
70 年华北地区发生的14
个 M > 7 的地震迁移规
律; 追踪地应力场的变化; 
借以预测唐山地震后, 华
北地区的地震危险 区。 



中长期时间相关地震概率预报   
中、长期时间相关地震数值预测方面的技术路线图特点是，模拟从

一时间点（例如1900年）开始，给定该时刻初始应力状态，使得应力
演化过程中能够重现历史上发生过大地震序列，然后继续计算未来可
能发生的地震序列，从而达到能够进行预测的目标。 



青藏高原1900-2014年发生了26个M>6.7的地震，我们能否在给定边
界条件下，调整初始应力，在数值模拟中重现这26个地震.再继续向
后计算，看看哪些地方未来可能发生地震。 



    地壳应力随时间演变示意图。在给定边界条件下，各处的应力增长速率可以在模拟
中计算出来。发生过历史地震处：初始应力=断层强度-应力增加率X地震时间（如图中
的蓝圈和红圈）； 没有发生过地震处，应力在绿色粗虚线下的范围内随机产生（如图
中的橙色圆圈）。 

时间 大小 震级（破裂长度） 已知 

各点应力增加率 
可计算 
 

历史地震处 
初始应力可估算 

其它初始应力
可随机生成 
   



Calculated strain 
rate in Tibet plateau 
 
基于GPS观测建立准三维模
型，求出基本构造应力场变
化率 (Dong,2015) 

(Gan et al., 2007) 



单独一个模型 
  能够重现1900年

以来历史上发生过大
地震序列， 
  继续向后计算未

来100年可能发生的
大地震。 
  但是这一个模型

大多数位置的初始应
力是随机产生的，你
能信它的结果吗？ 
  不能， 
  因此要…… 



Ensemble probability from 2015 to 2114 

8 Aug, 2017 M7 
Jiuzaigou earthquake  

? 

董培育 

蒙特卡洛法  计算随机生成的成千上万模型，
每一个都能够重现1900年以来历史上发生过大地
震序列，它们继续向后计算未来100年可能发生
的大地震的平均结果，给出发震概率。 



  全球300万网格，并行计算。自适应网格加密，华北网格密度达50公里，发震断层网

格密度达到0.2公里。 

日本2011年Mw9.0大地震对 
华北应力变化和对地震活动性的影响 

基于物理的数值计算 
可以导出与经验预报不同的结论 

现在地震局地球物理所 



计算的位移与
GPS观测吻合 
水平主应力分布情况 

计算的应力预期日本大
震后起码十年华北无七

级以上大地震 
水平主应力分布情况 

而有的经验预报认为日本海沟浅源大
地震后五、六年华北会发生大地震 

 



2007年计算： 
    南海八级地震海啸概率-千年一遇 



2013年  西沙发现 
一千年前海啸证据 

巨贝砗磲,它
的贝壳大而
厚，最大的
能长到1.8米，
重250千克。 

     Sand layers in lake 
sediment cores and their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indicate a sudden deposition 
event around AD 1024, 
temporally consistent with a 
written record of a disastrous 
event characterized by high 
waves in AD 1076. 



三、科学进展 
         提供基础 

    



模拟的地震活动目录 

 

模型模拟的区域从50000到80000年的人工合成地震目录，不同断层上发生的地震用不同颜色表示。 

时间：2008-2017 

孙云强 罗纲 

几十年来 
科学技术手段的巨大变化 
 
挖探槽  从人工到机械 



无
人
机
用
于
活
断
层
调
查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数字地震仪器广泛采用 



震源破裂过程 



地下结构和断层 



GNSS InSAR 空间大地测量技术应用 



高性能计算 三维地震波传播 



Surface wave tomography of China from ambient seismic noise correlation: SURFACE WAVE 
TOMOGRAPHY OF CHINA}, Sihua  Zheng and Xiaobai Sun and Xiao Dong Song and Yingjie Yang and 
Michael Herman Ritzwoller，2008} 

噪声成像：用物
理方法研究大数
据 – 人工智能
不是研究大数据
的唯一方法 



1945-1980                        1981-2016 

河北大面积
地下水超采
的效应 
 
GRACE卫 
星重力观测 
 
有限元计算
库伦应力 



孔隙压力 

地震动力学过程中的流体作用 
            人类活动诱发地震 

有限元网格模型建立  计算弹性载荷，孔隙
水扩散和孔隙压力。模型总节点数为：
520548，总单元数为995220。 



震源物理的实验和理论研究 

用空间对地观测数
据预报大地震的岩
石破裂实验依据. 

失稳前断层加
速协同化的实
验室证据和地
震实例 



期待我国月震仪早日工作 
 
   月震 潮汐应力触发 



四 展望- 要做的工作 
          



良 

良 

中 

差 

极差 

物理方程 

计算能力 

结构物性 

边界条件 

初始条件 

吹响地震数值预报的起床号 

定量了解全过程的五个关键方面 

1、按照数值预报的需求 
        研创新方法和实际部署 



研创新方法和实际部署-地应力状态测量 

       确保观测到地应力 – 长期、同震变化 
       识别出构造应力 
       多种方法校验  多个尺度关联 
        钻孔应变 

隧洞伸缩仪（要从两方向改为三方向或更多方向） 
倾斜仪（水管、水平摆） 同震阶变观测 
体应变仪 
井水水位 
气枪激发地震波波速变化与应力变化（固体潮汐标定） 
 
GPS计算的应变 
跨断层激光测距 
 
地震学测定的视应力、应力降 
 
 



研创新方法和实际部署-地应力测量 
                  的地震学新方法 

        深部的地应力张量测量 ？ 
           现有方法：弹性介质位移应力 
              深部黏弹性介质，如何测？ 
              地震学方法    
                     应力降 – 与Okata位错应力降关系？ 
                                   断层面上的正应力变化呢？ 
                                   地震学应力降公式普遍适用吗？ 
                                   低频地震的拐角频率？ 
                                             、慢地震的应力降？  
                     视应力 – 与应力张量的关系？ 
                     构造环境应力 -           



研创新方法并实际部署 



2、从看曲线到分析物理量 
        - 前兆的物理机制和分析 

地震学家一直羡慕气象学家的云图    应力张量能否也绘制某种图件以便于物理分析呢？ 

近东西向加大挤压， 
近南北向微弱引张  

近东西向挤压， 
近南北向较大引

  

应力花瓣图 
长度-大小 
红色-挤压 
蓝色-引张 



应力花瓣图的动态可视化 – 地震波 

高台台2018年9月28日地震秒采样数据（滑动间距1s） 18:30:00-18:31:00 

高通滤波 

2018-09-28 18:02:44   -0，
25  119.90  10km  印度尼
西亚苏拉威西Mw7.5 地震 

钻孔应变仪记录到
的远震面波，有助
于计算库伦应力和
动态触发 



应力花瓣图的动态可视化 – 固体潮 

钻孔应变仪记录到
的固体潮汐应力，
有助于计算库伦应
力和潮汐触发 



 

 

高台台2018年一年整点应变数据（滑动间距30天；滑动窗口窗口长度30天） 

1-2月为NW-SE挤压， 
3到4月转为NE-SW挤压， 
5到9月转为NW-SE引张， 
10到12月又转为NW-SE挤压。 

应力花瓣图的动态可视化 
 –滑动展示地应力在一定时间窗口内的变化量 

钻孔应变仪记录到的应力在一段时间
内的变化。改变滑动间距和窗口大小，
可以及时了解不同时间尺度内的变化。 



未来的希望 
  应力花瓣图的动态可视化–地应力云图 



3、新时代的群测群防 – 大数据及其应用 

群众路线 – Political correct 

谣言惊慌 劳民伤财 



新时代的群测群防 – 与时俱进 

微机电系统（MEMS）加速度计有足够的灵敏度，噪声水平和动态范围，可
用于地震强震采集 



传感器密度如何影响地震波的探测。 
DEBS’11, July 11–15, 2011, New York, New York, USA. Copyright 2011 ACM 978-1-4503-0423-8/11/07  



大数据获取可
以有新的途径 
 
大数据可视化 
 
处理方法不同
于物理方法，
结合物理方法 
 



新时代的群测群防 – 新型媒体科普 



4、人工智能探索短临预报 

大数据、人工智能是热门话题。但有些似乎并不靠谱。 
这家公司宣称：
“由于我们无与伦
比的卫星大数据技
术，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可以预测所有
主要的地震易发国
家2-5个月之前的主
要（M6.2 +）地震。
我们的技术已被用
于回顾性地测试自
1970年以来收集的
数据，我们的系统
在过去48年中成功
地检测到了大约90
％的重大地震。 因
此，地震预测问题
已经基本解决。” 

  你信吗？ 
 



有两个工作吸引我注意： 
    一是西班牙搞计算机的在非地学主流刊物上发表的： 

    新方法利用了基于云架构的物理资源，和加利福尼亚州（世界上具有最

高地震活动的地区之一）的大量数据（使用1 GB地震目录）。在大数据的背

景下探索了几种回归算法与集成学习相结合的使用，预报未来的七天内发生

的最大地震的震级。  

    我不大相信用大数据方法仅仅对地震目录分析能得到出色的
结果，但他们给出的图件令我大大吃惊。按他们图件，未来一周
内七级以上地震虚报率为0，漏报率50%。（六个七级地震一周内
能报准三个？？？）不过我仍然不相信用中国地震活动区数据能
得到类似结果。 



四种方法及组合处理  
  广义线性模型、 
  梯度提升、 
  深度学习、 
  随机森林 

基于地震目录的一些量 



如果用于
七天预报。
预测5.5
级以上地
震，除了
很少数外，
大多都能
发生？ 
七级以上
地震无虚
报，六个
能报准三
个？ 



    机器学习被应用于剪切实验记录的实验室地震数据分析，使用记录的地
震信号的统计特征来精确地预测滑动失稳时间，应用于地球中的地球物理数
据的类似的学习方法将提供洞察摩擦断层破裂过程。 

        随机森林(RF)识别两类信号，
并用它们预测断裂。 （a）包括两个
破裂事件的剪应力和动态应变。 （b）
当破裂在遥远的未来时的动态应变
放大图像。 这个新识别的信号，被
称为“实验室震颤”，提供下一次
时间的精确预测能力。 （c）放大在
破裂前临界应力区观察到的经典脉
冲声发射（注意垂直刻度对于两个
信号是不同的 

吸引我注意的另一工作是实验室内对试件黏滑（地震） 
 发震时间进行预报，利用机器学习对微震波形进行分析。 



吸引我注意且十分看好的另一工作是实验室内对试件黏滑（地震） 
  发震时间进行预报，利用的是微震波形的人工智能分析。 

    地震波包含丰富有关震源和介质的信息，不能傻乎乎的仅
仅读出震相就算完了。把语音识别的方法用于分析全部地震波
列，解读地震告诉我们的多情的悄悄话。 



  真正的高峰正等待
在座的青年人去攀登 

地震数值预报的实用也
许还要半个到一个世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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