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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深部地壳存在超慢速地震 

2016 年夏天，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南部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但由于其属

于超慢速地震，没有人注意到这次地震。地震发生在地壳中部，持续了五

十多天。德国地学研究中心（GFZ）、土耳其灾害与应变管理中心（AFAD）

和美国卫星导航系统与地壳形变观测研究大学联盟（UNAVCO）的科学家

们合作，针对来自特殊钻孔应变仪的数据，开发出一种新型算法，识别出

了马尔马拉海下的超慢速地震。GFZ“地质力学与科学钻探”团队领导这项

研究，相关成果于 2019年 1月在线发表于《地球与行星科学通讯》（EPSL）。 

伊斯坦布尔以南地区是北安纳托利亚断层（North Anatolian Fault）的

一部分，其将欧亚大陆与安纳托利亚板块分开。这种地质断层是一个巨大



的构造板块边界，因此会产生破坏性地震。最近一次大地震于 1999 年发

生在土耳其伊兹米特（Izmit）附近，导致近 2 万人死亡。北安纳托利亚断

层的一部分位于人口密集的特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南部，目前被确定为“地

震空区”，并且已经超过了曾经预测的发生大地震的周期。 

虽然由于板块运动引起的构造载荷是连续的，从而每天在断层上积累

弹性能量，但是，储存能量的释放可以以地震的形式发生，也可以断层蠕

变或深处缓慢变形的无震方式发生。了解两种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

确定城市的地震灾害和随后的风险至关重要。GFZ 科学家领导的这项研究

发现了马尔马拉海以下伊斯坦布尔南部发生的一次为期 2 个月的超慢速地

震，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发生在该地区浅部的中等大小的地震活动。 

作为北安纳托利亚断层地球物理钻孔观测站 GONAF 的一部分，马尔

马拉海东部安装了钻孔仪器，通过获取这些数据并采用新的分析算法，研

究人员识别出了发生在地壳中深部的慢速滑动信号，并发现其大小与在美

国加州圣安德烈斯断层曾观测到的最大信号相同。 

该研究第一作者，Martínez-Garzón 博士表示，在这种无震慢变形信号

中，地壳的浅部以及完全闭锁区会在数年中发生最大数量的中等程度的地

震，以此表明地壳浅部和深部之间的相互作用。该研究的共同作者，GONAF

负责人 Marco Bohnhoff 教授表示，这种相互作用的机制仍有待详细了解，

但无论如何，这一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量化区域地震风险，特别

是对于 1500 万人口中心的伊斯坦布尔。 

    来源：Martínez-Garzón P, Bohnhoff  M, Mencin D, et al. Slow strain 

release along the eastern Marmara region offshore Istanbul in conjunction with 

enhanced local seismic moment release.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9, 510: 209-218. 

 



UCLA 科学家利用数据驱动方法降低地震破坏性 

众所周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面临很大的地震风险，著名的圣安德烈

斯断层更是贯穿该州。近年来，人工智能、传感器网络等不断推动对地震

的预防和响应准备工作，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更是在此方面

开展了诸多研究。 

1994 年的北岭地震是美国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自然灾害之一，57 人

死亡，超过 8700 人受伤，财产损失达数十亿美元。至今，UCLA 的科学家

和工程师们仍在努力，以使建筑结构更安全，并帮助识别地震热点。2015

年，洛杉矶市市长 Eric Garcetti 签署了一项措施，要求在七年内对建筑进

行抗震改造，并为混凝土结构升级提供了 25 年的时间。 

UCLA 土木与环境工程教授 Yousef Bozorgnia 表示，这就是地震改造

工程。其最近对木结构建筑抗震性能的模拟清楚地表明，升级旧住宅建筑

对于生命安全和减少经济损失都是有效的。 

与此同时，Bozorgnia 教授和 UCLA 的其他工程研究人员正在利用 25

年前无法获得的最新信息和技术来扩展他们的知识，以减轻未来的地震破

坏。2019 年 1 月，洛杉矶市发布地震预警应用程序 ShakeAlertLA，为人们

提供尽可能保持城市安全所需的专业信息。 

UCLA 结构工程教授 Henry Burton 和 John Wallace 正在与洛杉矶市合

作，系统地评估位于洛杉矶市中心摩天大楼的加速度计或传感器网络的数

据。Burton 和 Wallace 使用的数据，如建筑物的环境振动（通常未经分析），

旨在模拟和促进高层建筑的设计，以更好地抵御地震。他们还希望帮助建

立整个洛杉矶市中心地震损坏和破坏的协调响应方案。 

此外，Burton 正在使用人工智能来帮助指导震后调查，以评估高层建

筑的结构强度因地震破坏而减少的程度。该技术可以为这些建筑物中的传



感器部署提供最佳信息，并在余震环境中提供实时风险预测。 

UCLA岩土工程博士后Chukwuebuka Nweke目前正在利用关系数据库、

云计算和机器学习技术研究南加州的流域效应。南加州是由平坦低洼地组

成的一个地质多样化地区，其中包括被山脉环绕的沉积盆地。盆地中厚厚

的沉积物会影响地震波的传播，导致它们与盆地底部的运动不同，从而导

致地表的震动强度高于（或低于）根据在地下深处行进的波的大小所进行

的预测。Nweke 的研究探索当地流域模型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类似模型的差

异程度，并将产生一个区域特定模型，最终改善南加州的地震危险性分析。 

来源：UCLA researchers using data-driven approach to make earthquakes 

less damaging 

https://samueli.ucla.edu/ucla-researchers-using-data-driven-approach-to-m

ake-earthquakes-less-damaging/ 

 

 

 

 

 

 

 

 



暗光纤为长距离地震探测和地下水测绘奠定基础 

2019 年 2 月 5 日，美国能源部（DOE）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发布

新闻称，该实验室研究人员将 DOE 能源科学网络（ESnet）的 13 000 英里

长的“暗光纤”测试台的一部分转变为高灵敏度的地震活动传感器，用于长

距离的地震探测和地下水的测绘研究。 

在传统的地震学中，研究地球在地震发生之前、期间和之后如何移动

的研究人员依赖于成本高达数万美元的地下传感器。由于设备费用和人工

费用，加利福尼亚偏远地区只安装了少量地震传感器，因此很难认识未来

地震的影响以及未监测断层发生的小地震。为了克服这些问题，美国能源

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伯克利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利用 ESnet 未使

用的光纤电缆（暗光纤）这一高敏感度的地震活动传感器，试图全面增强

目前美国西部正在开发的地震预警系统的性能。在 2017 年的一项研究中，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的浅沟中安装

了一根光纤电缆，并证明了一种称为分布式声学传感（DAS，一种通过在

光纤长度上拍摄短激光脉冲来测量地震波场的技术）的新传感技术可用于

浅层地下成像。 

在一项后续研究中，他们和另外一组合作者首次证明光纤电缆可用作

检测地震的传感器。随后，便将 DAS 技术应用在加利福尼亚 13 000 英里

长的 ESnet 暗光纤测试台的 20 英里长的段上进行实验。由于 ESnet 具有区

域覆盖范围，因此研究人员能够比以前的研究更精细地监测地震活动和环

境噪声。此外，ESnet 暗光纤测试台的覆盖范围还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比传

统传感器网络更高分辨率和更大规模的地下图像。该技术使研究人员能够

分辨出汽车或列车与地震之间的区别，并探测从伯克利到吉尔罗伊以及墨

西哥恰帕斯的局部和远处的地震。 



研究人员表示，该技术还可用于表征土壤质量，提供有关含水层的信

息，并纳入岩土工程研究。该技术还可能用于土壤性质的延时研究。在环

境监测中，可用于检测长期地下水变化，永久冻土融化或滑坡灾害所涉及

的水文变化。 

来源：Dark Fiber Lays Groundwork for Long-Distance Earthquake 

Detection and groundwater Mapping 

https://newscenter.lbl.gov/2019/02/05/dark-fiber-lays-groundwork-for-lon

g-distance-earthquake-detection-and-groundwater-mapping/ 

 

 

 

 

 

 

 

 

 

 

 

 

 



廉价传感器可帮助检测震后建筑安全性 

2017 年 9 月 19 日，墨西哥中部地区发生 7.1 级地震，造成 400 人死

亡。现在，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在很多学校，如 Mariano Matamoros 小学，

首次配备了廉价的传感器系统，以在未来的地震中监测震动并自动评估建

筑是否发生了损坏。 

这一系统由墨西哥城公司 Grillo 提供，其背后的想法被叫做 Pulse，而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长期以来，地震工程师一直将传感器放置在大型

关键建筑物中，例如桥梁和摩天大楼，因此他们可以在地震后查找隐藏的

致命损坏的线索。由于传感器和处理所有数据所需的云计算的成本急剧下

降，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研究人员能够在世界许多地方部署传感器。科学家

们希望这些系统可以拯救生命，并在发生致命地震后帮助确定维修的优先

顺序。 

近年来，精确测量三维空间运动的小型加速度计变得更好，同时也更

便宜。很多加速度计被用于智能手机、汽车和视频游戏控制器，这些传感

器足够灵敏，可以检测遥远的震颤和微小的建筑物震动。Grillo 及类似系

统如 P-Alert，由台北三联科技公司（San Lien Technology）制造并部署在

台湾和菲律宾的建筑物中，价格为 1000 美元，甚至更低。相比之下，政

府地震学家，特别是专业建筑监测公司，其使用的传统传感器网络往往需

要数万美元。 

Grillo 的研究人员称，在建筑物的每个楼层安装 Pulse 传感器可以让他

们测量结构健康的关键指标，这一指标称为层间漂移——在地震中多少楼

层突然失去对齐。 建筑物可以承受一定的层间漂移，但是超过一定阈值

（因建筑而异），它们会永久性地受损，甚至崩溃。为了确定损坏程度，

这些系统将建筑物的层间漂移与计算机模型（理想情况下，根据具体建筑



物的结构图开发）确定的极限进行比较。 

最近，Grillo 团队在学校每层楼的教室墙壁上安装了含有 Pulse 传感器

的橙色塑料盒，并用以太网电缆连接起来。然后，他们将一个薄的圆柱形

红绿灯固定在建筑物的外面。地震发生后，如果绿灯亮起，建筑很可能是

安全的；红灯或橙灯亮起，则分别意味着损坏或可能造成损坏，在工程师

进行检查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进入建筑物内。 

Grillo 的地震学家 Luis Rodríguez Abreu 表示，Pulse 不会取代专家的检

查，但应该成为专家可以用来在强烈地震后的混乱时间和几天内确定工作

优先顺序的工具，同时，它还可以警告人们隐藏的伤害。国立台湾大学的

地震学家吴逸民开发了 P-Alert，他表示，如果安装了传感器，可以快速识

别受损和未受损的建筑物，并专注于可能受损的建筑物，同时，系统还可

以让人们知道他们的家和办公室是否安全。 

来源：Is your building safe after an earthquake? These cheap sensors could 

tell you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19/02/your-building-safe-after-earthq

uake-these-cheap-sensors-could-tell-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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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送：中国地震局领导 

联  系：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管理部  Email:sycglb@ief.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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