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科技创新支撑新时代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建设
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公共服务

试点

工作通讯

2020 年第 10 期（总第 11 期） 2020 年 9 月 1 日

预测所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公共服务试点工作方案
地震预测研究所

地震数值预测研究和传统方法评估试点项目
地震监测站网评估试点项目
人工智能地震监测分析系统完善与应用
地震危险区精细调查和地震现场综合科学考察试点项目
预报员访学试点项目
地震信息专题图试点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公共服务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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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公共服务

试点

工作通讯

2020 年第 10 期（总第 11 期） 2020 年 9 月 1 日

预测所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公共服务试点工作方案 *
地震预测研究所
一、现有条件
中国地震局自 1994 年以来已经确定了 2 版全国地
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分别为 1996-2005 年、2006-2020
年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2014-2015 年，在前期工
作基础上，利用行业专项滚动跟踪研究确定了 20162025 年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中国地震局高度重
视 2021-2030 年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工作，
由地震预测研究所再次牵头于 2018 年 12 月正式启动
第 3 版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工作，地球物理研究
所、地质研究所、地壳应力研究所、工程力学研究所、
第一监测中心、第二监测中心及有关省地震局密切合
作。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包括 10 年尺度地震重点
危险区确定和地震灾害风险预测。两方面的工作都持
续得到国家重点基础研发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项目的研究成果作为
技术支撑。通过 3 版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确定
工作，地震预测研究所已经形成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
确定的技术和业务体系，产生了系列成果和产品。
确定的前 2 版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及地震重
点危险区，已经按要求上报国务院，是确定防震减灾
重点目标的重要参考，是地方政府制定地震监测预报、
震灾预防、应急救援等具体工作措施的重要科学依据，
地震危险性和地震灾害损失预测效果良好。新一版的
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工作，基于活动地块理
论，分别利用强震破裂空段、断层运动闭锁段、中小

*

地震稀疏段、断层应力增强段等方法识别强震危险源，
结合地质构造特征和区域断层变形特征，综合确定了
2021-2030 年中国大陆地震重点危险区。综合利用现有
地震地质、大地测量、测震等资料，预测了地震重点
危险区的发震概率，并对其发震震级进行了估计。通
过 10 年尺度地震重点危险区的确定工作，梳理了现有
地震地质、大地测量、测震等资料的现状和不足，可
为有关监测布局设计提供参考和建议。
地震灾害风险预测，经过 20 多年的研究，发展了
多因素影响修正地震风险评估方法技术，完成了全国
多期 10 年尺度地震风险评估成果，大区域尺度地震风
险评估成果应用于“一带一路”地震安全评估和全球
地震应急响应；建立了以遥感分析为主结合地面抽样
调查的高精度多因素影响人口、房屋建筑时空分布评
估方法；自主研发了多个地震灾害风险评估软件系统
和地震现场灾害损失评估系统；完成了 10 年尺度亚洲
地震高风险区识别与制图、“一带一路”国家单元地
震风险评估、10 年尺度全国公里格网人口、建筑物、
易损性修正数据集、10 年尺度全国公里生命与经济损
失预测与制图，参与编制了局外事司主编《“一带一
路”地震安全》一书中涉及地震风险评估的内容。并
长期承担原中国地震局应急司、目前承担应急管理部
风险监测与综合减灾司震后灾情快速研判和遥感监测
任务。
为了不断吸纳新的方法技术成果，满足国家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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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持续发展对防震减灾不断提出的新需求。2006-2020
年、2021-2030 年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工作，还开
展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跟踪规范和工作指南的研究。
一方面，总结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的经验教训，
动态跟踪地震活动趋势、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及
其地震灾害风险变化，从地震致灾性、风险暴露性、
地震易损性和防灾减灾能力多角度，动态分析地震灾
害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指导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
工作提高决策依据。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挥地震
重点监视防御区在地震灾害风险治理中的作用，以精
细化的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成果为基础，从地震致灾性、
暴露性、易损性、防灾能力等多维度制定新的地震重
点监视防御区工作指南，最大限度发挥重点监视防御
区在我国防震减灾中的作用。
通过 3 版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确定工作和
相关科学研究，所已经形成技术和业务体系，产生了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系列成果和产品，开展了部分
实际应用，形成广泛的合作基础和人才队伍，为开展
试点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试点思路和目标
试点目标：以新一代 10 年尺度地震重点监视防御
区的各项研究成果为基础，推进地震危险性预测、地
震灾害风险评估等公共服务，为各级政府开展有针对
性的地震监测预报、震害防御、应急准备、震后应急
处置提供决策依据。逐步建成功能比较完备的地震重
点监视防御区公共服务体系，探索服务方式、拓展服
务领域、丰富服务产品、扩大开放合作，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
试点思路：以 10 年尺度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
为目的开展的 10 年尺度地震重点危险区及其地震活动
性研究、地震与地质灾害危险性分析、地震易损性分
析、地震灾害风险分析，以决策为目的，结果相对宏观。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以后，重防区内开展各项防
震减灾工作，需要面向灾害防御和应急响应处置提出
具体的工作方案和公共服务产品。本次试点通过在 10
年尺度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选定若干典型区域，开
展更加精细化的地震活动性分析、地震及其次生地质
灾害危险性分析、各类承灾体及其易损性分析等，借
鉴情景构建思路开展风险评估，得到精细化、多目标、
多元化、面向防震减灾行动的 10 年尺度地震灾害风险
评估公共服务产品，提高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地震灾
害风险治理能力与韧弹性，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三、任务内容
从地震活动性、危险性、灾害风险、人口和社会
经济结构等多角度综合考虑，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部
地区的重点监视防御区内各选择 1 个试点地区，开展
10 年尺度地震危险性分析、地震灾害风险分析、服务
产品研发和应用的试点。
针对 2021-2030 年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在强
震危险性、地震灾害风险与风险评估等方面研究结果
的特点，总结试点工作成果经验，依据不同的社会发

展条件，面向政府防震减灾管理需求，编制重点监视
防御区防震减灾公共服务清单和工作方案，推动研究
所形成基于内容的对象服务能力。
（一）建立重点监视防御区防震减灾公共服务事
项清单
1. 10 年尺度强震危险与地震风险产品
基于综合确定的 2021-2030 年地震重点监视防御
区，产出地震危险区及其地震概率分布、地震地表响
应概率分布、地震灾害损失分布的面向政府和社会服
务的产品，以及 10 年尺度强震危险源判定技术规范（征
求意见稿）。
2.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防震减灾服务清单
调研和分析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防震减灾工作需
求，结合工作试点，确定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政府
开展防震减灾工作的方案框架，提出相关的地震监测
预报、风险评估、震害防御、科普宣传、应急预案与
处置、应急准备与演练等服务清单。
（二）重点监视防御区防震减灾业务支撑和工作
试点
3.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与完善的技术规范征
求意见稿
依据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的主要因素及其技
术要求，建立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后动态监测技
术要求，提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和动态监测技
术规范体系，确定规范清单及各类规范的适用范围、
主要内容和技术要求，完成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的编制。
4. 试点区精细化活动断裂和地震构造图
对试点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主要活动断裂开展晚第
四纪活动性的定量研究，确定主要发震构造及其发震
能力的震级上限，对破坏性地震频发的断裂进行破裂
分段，绘制主要断裂带强震破裂图像。综合历史地震、
地震地质、工程地质、大地测量、地震学、深部地球
物理和区域动力学资料，编制面向政府和公众防震减
灾需求的试点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中—大比例尺地震构
造图。
5. 试点区防震减灾工作手册
提出试点区政府组织开展监测预报、风险评估、
震害防御、科普宣传、应急预案与处置、应急准备与
演练等防震减灾工作手册。
四、计划安排
2020 年 8 月—2021 年 6 月：
系统梳理 2021-2030 年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
工作的技术材料、成果目录，调研防御区防震减灾工
作需求和公共服务需求事项；编制完成地震重点监视
防御区确定与完善的技术规范初稿。研究确定重点监
视防御区公共服务的试点区，按照防御区防震减灾业
务需求和社会防灾减灾公共需求，细化试点实施方案。
研发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 10 年尺度强震危险与地
震风险产品，编制十年尺度强震危险源判定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围绕试点区精细化风险评估工作需要，

开展试点区活动断裂探查和地震构造编图，产出各环
节的可靠、规范的面向政府和社会服务的数据产品和
服务产品。
2021 年 7 月—2022 年 6 月：
完善试点区风险评估基础工作；采用基于活动性
的模拟地震目录和基于震源破裂过程模拟的设定地震
进行试点区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开展试点区科普宣传、
应急预案与处置、应急准备与演练等需求调查。根据
试点成果，形成试点区防震减灾业务支撑的服务清单
和产品。
编制完成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与完善的技术
规范征求意见稿。结合试点工作，确定地震重点监视
防御区内政府开展防震减灾工作的方案框架，提出防
震减灾公共服务事项清单，以及试点区政府组织开展
监测预报、风险评估、震害防御、科普宣传、应急预
案与处置、应急准备与演练等防震减灾工作手册。
2022 年 7 月—2022 年 8 月：
总结试点工作，凝练可推广的试点经验。初步形
成研究所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公共服务技术推广平
台。
五、预期效果
（一）形成公共服务产品内容、形式和技术要求，
初步构建重点监视防御区公共服务业务体系，明确政
府和社会服务对象，提升重点监视防御区相关成果转
化和防灾减灾应用效益，强化重点监视防御区公共服
务作用和能力。
（二）通过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工作技术规范及
其关键环节的规范要求，推动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的
规范性、科学性和可靠性，促进相关科学问题的深入
研究。通过试点区的精细化工作提高重点监视防御区
内防震减灾工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提交面向试点区政府的重点监视防御区 10
年尺度强震危险性、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服务产品，编
制公共服务清单和报告；产出服务社会和公众的防震
减灾专题服务产品。
（四）引导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地方政府科学
和全面的开展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防御、地震应

急预案制定、地震应急准备、地震科普宣传、地震应
急演练、震后应急处置等各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六、工作措施
以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相关研究成果和人才团队
为基础，以国家、中国地震局和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
费专项等经费（项目）支持为支撑，强调科技成果转
化和技术创新，面向防震减灾业务和社会防灾减灾需
求积极开展试点工作，保障科技支撑的针对性和服务
产品的可用性。
（一）加强组织领导
充分发挥研究所落实试点方案的主体责任，把方
向、管大局、保落实；由研究所负责人亲力亲为推进
试点工作，明确职责分工，细化任务举措，扎实落实
各项试点工作。加强研究所内部协同分工，建立督查
反馈机制，抓好各环节试点工作的贯彻落实。
（二）建立协调工作机制
由研究所成果转化应用中心具体负责重防区公共
服务试点工作的组织协调工作，组织研究所各相关研
究室集中力量推进重防区试点工作，同时协调系统内
外各单位参与，保障成果集成。每季度向公共服务司
提交工作进展，并于 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提交阶
段总结。
（三）发挥交叉学科优势
充分发挥地震预测研究所已有重防区工作基础和
交叉学科特点，发挥各学科各专业专家团队的优势，
突出预测研究和预测业务相结合的特色，为试点工作
顺利开展提供保障。与试点地区省局和政府部门充分
沟通，形成合力，促进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四）建立督促检查机制
根据试点建设的方案和计划安排，统筹协调和督
促检查，遇到重大问题及时研究；建立精准有效的监
督和内控体系，确保本方案制定的各项任务按质按量
完成，经费使用合规见效。加强试点工作的带动作用，
提高科技和管理人员公共服务思维，推进研究所公共
服务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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