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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性铰接式古希腊和罗马的立柱、庙宇与地震： 

考古、历史和工程学方法 

结构分析表明，不同于（用砂浆制成的）刚性结构。纪念性铰接式古

希腊和罗马（MAGR）的立柱和庙宇具有非常特殊的地震响应。特别是对

于高大的柱子，其具有很好的抗震性能，因此一般破坏原因主要是人为影

响。另一方面，考古学研究为 MAGR 结构的地震破坏提供了证据。为了

调查这种明显的冲突，研究者分析了结构模型的条件和局限性，以及这种

结构对自然和人为作用响应的历史和考古证据。此外，研究者检查了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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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R 结构：第一种是由于已知原因（包括地震和风）而受损或破坏的结

构；第二种是基于比较破坏分析，重点是由岩土（土壤动力学）效应得到

的未知破坏原因的结构。分析表明，故意毁坏 MAGR 结构的报道被夸大

了。此外，①无论是其上部结构还是基础，这些结构似乎只有在结构健康

的情况下才能安全抗震，但这种条件并不总是满足，因此，结构工程与考

古方法之间不存在争议；②它们的地震反应对特定震源参数和场地参数的

微小变化敏感；③无法从其保存或破坏状态中得出没有或发生严重地震的

确定性证据，因为后者反映了自然和人为破坏性作用的叠加。有些作用具

有明显相似的结果，且很少发生单因素的破坏。这些结果对于古地震学、

地震风险评估、考古学和古代遗迹的修复非常重要。相关成果发表在 2020

年 8 月的 Journal of Seismology 上。 

纪念性古希腊和罗马柱代表古代神庙和道路柱廊的一部分或者作为

单独的结构，是古代建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元素。从结构工程的观点来看，

它们也代表非常特殊的铰接的结构，即，无需砂浆，仅由于重力和摩擦、

结构构件就可以很好地彼此配合而直立。因此，具有纪念意义的铰接式希

腊和罗马建筑，圆柱和庙宇，以及后来的 MAGR 建筑，在结构上与现代

建筑以及其他类型的古代和后来的刚性建筑有很大不同。 

MAGR 柱看上去很不牢固，但事实证明它们对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表

现很稳定，并且在古代世界中已广泛使用。不过，只有极少数的古代柱子

可以保存在原始位置。是什么导致古代柱子倒塌？是否由于衰老和腐蚀而

逐渐崩溃？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故意破坏？几千年来不同作用的组

合？ 

由于所用材料（主要是大理石）的高质量和耐用性以及 MAGR 柱的

近乎完美的几何设计，地震和蓄意破坏成为造成其破坏和坍塌的两个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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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古代 MAGR 的毁灭中，此两种因素扮演的角色仍然不明。为此，

研究者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考虑：考古地震学和结构分析。考古地震

学研究基于对历史、考古学、地质学以及偶尔的工程学论证的评估，以识

别并最终模拟古代遗迹中可能的地震破坏。相反，结构研究基于结构对地

震荷载响应的计算或实验模拟结果。 

 
图 1  古柱的损坏和维修。a：希腊萨摩斯岛赫拉神庙的筒的偏移；b：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柱桶以
多米诺骨牌式倒塌；c：加利利苏西塔的大教堂内部，定向塌陷的柱子，与 MAGR 结构不符； 

d：奥林匹亚腓力二世神庙，金属夹具的缺口（带有箭头的标记）指向二次使用的梁，并且可能在
破坏性地震之后在古代被修复 

考古地震学的证据显示了在各种变形或倾倒的柱体（包括某些 MAGR

结构）中发生的地震破坏。另一方面，根据结构工程研究的结果，MAGR

柱被认为是高度抗震的结构，只有在相当罕见的地震情况下才可能发生破

坏。这两种明显不同的观点之间是否存在差异？MAGR 柱是否有故意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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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破坏的令人信服的迹象？可以将来自 MAGR 柱的证据外推到非 MAGR

柱，反之亦然吗？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了解各个地区和特定古代古迹的地

震历史非常重要，同时，亦可对其恢复和保存提供帮助。 

 
图 2  MAGR 柱抗震性能的定性估计。a：典型的刚性结构（由混凝土制成）与铰接结构（机制）
响应的不同；b：多筒的柱通过摇摆来应对地震，损坏（或楔块缺失，黑色标记）会改变振动 

模式，并可能导致破坏；c：MAGR 柱抗震性能的明显悖论，即稳定性随柱高和水平梁的载荷的 

增加而增加 

本文首先介绍了 MAGR 结构的建筑风格以及其破坏的早期相关理论、

特征类型和此类柱损坏原因上认知的局限性，指出它们的整体结构在重建

时受到了历史的严重限制。接着，分别从结构工程方法和考古地震学两个

角度展开讨论：从结构工程方面论述 MAGR 柱的抗震性能模型、倒塌可

能性及模拟柱对地震响应的条件和局限性；从考古地震学角度研究了在古

代柱对地震的响应、柱损坏的文学和碑文证据，以及古庙人为破坏和非地

质环境影响的问题。最后，识别和研究 MAGR 结构中的两组损坏：一方

面，已知原因（例如，地震和风致影响）的结构破坏，对 MAGR 结构的

破坏历史提供了一些限制；另一方面，未知原因的一组不同类型的结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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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按可能的破坏条件和特征分组。第二组的损坏主要根据第一组的结果

进行检查，尤其是岩土工程和土壤动力学。 
 

 

图 3  已知原因的典型柱在近年倒塌。a：雅典奥林匹亚神庙的柱子在 1852 年的一场暴风雨中由于
阵风导致的振荡及塑性基础作用（来自倾斜基座）而倒塌，相邻的两根柱子幸免于风致摇摆，突出
了古代 MAGR 结构的行为的不确定性；b：在 2017 年的 6.5 级博德鲁姆—科斯地震中，科斯岛的

柱廊坍塌，柱廊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最近得到过修复 

到目前为止，关于 MAGR 庙宇和柱子的破坏，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

观点：一种是在特定条件下，偏向地震的考古地震学方法，另一种突出其

良好的地震性能，因此排除地震破坏可能性，倾向于故意破坏的结构性方

法。研究表明，应该将这种争议与结构的岩土技术背景联系起来。结果可

以归纳为三点。首先，关于 MAGR 结构在区域范围内的破坏仅是由于人

为影响而造成，这一假设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有证据表明，在排除这种可

能性的时期内发生了地震破坏。其次，MAGR 庙宇的破坏历史可以描述为

一长串叠加的相互作用的破坏性事件，既有自然（包括地震）原因，也有

人为原因。第三，MAGR 结构对动力作用的响应是随机的、高度选择性的

（如果没有混沌效应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各种因素决定了每个结构的行

为。 

MAGR 结构是铰接结构，其结构行为与刚性结构不同。它们看起来非

常脆弱，但是相反，它们具有特殊的性质，并且对地震和风等其他动态影

响具有很高的抵抗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古代已知的，这就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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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能够保存大约 2000～2500 年的主要原因。但是，只有在结构和

基础都健康的前提下，MAGR 庙宇和柱子才能安全地抵抗地震。如果结构

存在缺陷，它们很容易受到地震的影响。研究表明，这两个条件并不总是

满足。在许多情况下，MAGR 结构的各个部分似乎都未达到其上部结构和

基础所需的结构健康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的

影响，MAGR 结构的破坏是一个逐步、复杂的过程。因此，先验证明倾倒

模式与地震之间或者已知的某区域地震发生及其特征之间不存在直接（确

定性）关联。总体而言，这项研究的结果对于一般地震学（古地震学和地

震风险评估）以及古代遗迹的研究和修复都是有用的。 

来源：Stiros S C. Monumental articulated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columns and temples and earthquakes: archaeological, historical, and 

engineering approaches. Journal of Seismology, 2020: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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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数据分析表明地球内核正在旋转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称，通过重复地震和新的数据处理方法所

产生的详尽的地震数据，该校研究人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证据，该证

据表明地球内核正在旋转。这使人类对控制地球磁场的过程有了更好的理

解。2020 年 5 月，相关成果预发表在《地球与行星科学通讯》（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上。 

地质学家并不完全了解地球磁场的发生原理，但怀疑它与内核—外核

边界附近的动力学过程密切相关。磁极位置的变化、场强的变化和异常地

震数据为研究人员开展更加仔细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图 1  地震对示意 

1996 年，研究合作者的团队首次探测到穿过内核的地震波有一个小而

系统的变化，并将其解释为内核相对于地球表面的差异旋转。然而，一些

研究认为，其所解释的运动是地震波反射出一个交替扩大和缩小的内核边

界，例如生长的山脉和正发生切割作用的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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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获得了一系列地理位置的地震数据，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在同

一地点发生的重复地震（doublet，称为地震对）。拥有这些来自同一地点

但不同时间的数据后，研究人员将可以区分由于地形局部变化而变化的地

震信号和由于地球运动和旋转而变化的地震信号。结果发现，一些地震产

生的地震波穿过内核边界以下的铁体，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如果内核

是静止的，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更重要的是，这些折射波在反射波从内

核边界反弹之前已发生变化，进而意味着这些变化来自内核内部。 

研究人员表示，这场争论的基础在于，先前的研究着眼于一个相对较

小的数据集，这些数据是由一种高度依赖精确时钟时间的方法产生的，有

些模糊不清。而该分析与众不同的是，其精确的方法能够准确地确定地震

信号何时发生变化，何时到达全球各地的各个地震台站。通过使用未到达

内核的地震波作为计算中的参考波，研究人员消除了许多模糊性。 

这种精确的到达时间分析，广泛收集了最优质的数据，并进行了细致

的统计分析。这项工作证实，地震信号随时间的大部分变化（如果不是全

部的话）来自内核的主体，现在可以排除内核表面变化是信号变化唯一来

源的观点。 

来源：[Growing mountains or shifting ground: What is going on in Earth's 

inner core? 

https://news.illinois.edu/view/6367/808639 

Origin of temporal changes of inner-core seismic wave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2821X20302107?vi

a%3Di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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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的三维结构控制地震群的动态演化 

2020 年 6 月 19 日，Science 发表文章称，通过监测 22000 多个震颤

（tremblor），美国研究人员对南加州南部卡维拉谷（Cahuilla Valley）下面

的复杂断层结构进行了详细的三维成像。基于这一研究的分析表明，震动

该地区的长达四年的地震群很可能是由断层错综复杂的结构与地下天然

流体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引发的。 

尽管地震断层是高度复杂的三维结构，但在大多数常规断层结构的标

准模型中，地震断层通常会被简化为二维。这种理想化的表示通常无法解

释地震群的动态活动——局部地震活动持续时间长，有时会持续数年。尽

管许多震群的震颤很小，但这种现象的总时间长度和单个地震事件的潜在

严重程度无法预测，因此它们成为公众安全的关注点。 

了解断层三维几何特征对于了解地震群的复杂演化至关重要。研究者

使用先进的地震检测算法，对南加州 2016—2019 年卡维拉震群的 22000

多个单独地震事件进行了分类。借助机器学习绘制出了震颤的位置、深度

和大小，在此基础上生成了下伏断层带结构的高分辨率三维图。之后，发

现了一个复杂但可渗透的断层构造。同时，更是发现，从下方注入天然流

体而产生的动态压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卡维拉地震群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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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震群中被重新定位的地震活动 

来源：22,000 tiny tremblors illustrate 3D fault geometry and earthquake 

swarm evolution 

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20-06/aaft-2tt061520.php 

3D fault architecture controls the dynamism of earthquake swarms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8/6497/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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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hake 智能手机地震网络用于全球地震预警： 

认识 MyShake 的全球表现 

MyShake 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全球智能手机地震网络，利用众包的力量

推动大规模地震预警（EEW）和其他应用。MyShake 手机应用程序首先在

一部手机上检测地震震动，然后在 MyShake 服务器上使用“网络检测”算

法确认地震，该算法会被多个手机检测激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地震实

验室研究人员在一个由两篇文章组成的系列中的第 2 部分，报告了

MyShake 在世界各地不同选址的地震预测性能的一阶表现。由于 MyShake

网络目前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稀疏性，他们使用自己的模拟平台来了解和

评估该系统在各种构造环境下的性能。假设每个地区 0.1%的人口在他们的

智能手机上安装了 MyShake 移动应用程序，使用过去 20 年的历史地震来

模拟不同地区不同网络配置下的触发场景，然后，用这些模拟触发器来运

行检测算法以了解系统的性能。结果表明，该系统对具有高人口密度的、

陆上地壳地震（M<7）表现最佳。这种情况下，警报可以在初始时间约 4～

6 秒之后生成，震级误差在 0.5 震级单位内，震中与真实位置误差通常在

10 公里以内。当地震发生在近海或人口稀少地区时，预警速度会变慢，震

级和地点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此外，即使只有 0.01%的人口是 MyShake 的

用户，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该系统仍能很好地应对大于 5.5 级的地震。

模拟平台和网络检测算法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该系列文章的第 1 部分中获得。

相关成果发表在 2020 年 7 月的 Seismological Research Letters 上。 

MyShake 旨在将用户的智能手机变成便携式地震检波器，用于监测和

记录全球地震。这款手机应用程序监控设备内部的加速度计，并使用经过

训练的人工神经网络来探测地震运动。随着在 2016 年 MyShake 对公众开

放，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可以提供地震数据，这使各种地震和土木工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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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为可能。MyShake 项目的一个具体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地震早期预警

系统，以减少地震的危害。因此，该系列两篇文章的目的是设计一个模拟

平台，以评估在相当用户密度情况下 MyShake 网络在世界各地不同位置的

性能。此外，还设计了一种网络检测算法，通过考虑手机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触发群集来检测地震。 

在这个两篇文章系列的第一部分中，研究者介绍了一种新的网络检测

算法的设计，并描述了一个模拟平台，可以用来估计和评估 MyShake 在不

同配置下的性能。在本文中，他们对全世界一系列地震多发地区的所有自

1980 年 1 月 1 日以来的 M>4.0 的历史地震进行模拟，包括加利福尼亚、新

西兰、尼泊尔、中美洲、海地、和印尼苏拉威西岛等地区。选择这六个区

域是因为它们代表了较大范围的构造环境、人口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

另外，每个地区近些年都受到了重要地震活动的影响。 

每个地区，假设总人口的 0.1%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上安装了 MyShake

应用。这个数字大概是洛杉矶地区到目前为止下载了 MyShake 应用程序的

人口的比例。这类模拟允许研究人员评估网络检测工作流在每个用户密度

区域的一般性能，确定可检测事件的空间和强度分布，并报告他们预期的

警告时间和位置错误。同时，研究者还对每个地区最具破坏性的单一事件

进行了 200 次模拟，这提供了在对不同人口进行取样时，对这些事件可能

预期的震源时间、震中位置和震级的误差分布。此外，研究人员还描述了

在 MyShake 用户使用占人口 0.01%的地区进行的测试的结果。 

为了评估使用 MyShake 网络的潜在好处，在全球范围内，研究人员使

用世界各地的历史事件执行一套模拟，如图 1 所示。主要强调了六个区域，

对于每个地区，研究者使用 MyShake 触发生成工作流（trigger generation 

workflow）为 1980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1 日期间的所有震级大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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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生成触发器，并假设 0.1%的人口在运行 MyShake 移动应用。然后，

将每个事件的模拟触发器提供给网络检测算法，并指示该算法报告第一次

警报的事件参数的估计值。这里使用的所有历史地震震级都以 Mb 为单位

进行测量，并通过向地震局请求获得国家先进地震系统（ANSS）综合地

震目录，其由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提供。通过这种方式使用历史目

录，研究者可以评估每个地区事件的典型震级范围和人口中心的邻近程度，

从而评价系统的性能。 

图 1  进行 MyShake 模拟平台测试的地区 

构造环境、人口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三个因素以一种复杂的

方式结合在一起，决定了 MyShake 作为一个地震预警系统在每个地区的有

效性，而所选择的每一个地区最近也经历了一个重大的破坏性事件。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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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口抽样中内置的各种不确定性的综合影响、触发生成工作流，以及

系统性能的稳定性，研究者对每个大事件进行了 200 次模拟，并报告了位

置、震级和时序误差的分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计算设备层面的触发

时间和地面加速度计算时所考虑的不确定性，代表了对 MyShake 设备在实

践中的最佳理解。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简单起见，研究者将这些事件建模

为点源，而表面上它们并不是点源，这意味着在实践中，MyShake 网络观

测到的地面加速度值的真实分布可能与研究人员的简单模型大不相同。尽

管如此，网络检测算法返回的误差分布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对每个地区发生

大地震的最佳和最差情况的一些指示。 

图 2  南加州的模拟结果 



15 

 

之前的结果提供了一个基于智能手机的EEW系统在不同地区环境（包

括不同的构造环境和人口分布）的潜在性能的一阶指标。测试表明，

MyShake EEW 在城市附近那些经历浅层、陆上地壳地震的人口密集区表

现最好。当这些地区的建筑标准较低时，EEW 的潜在好处甚至更大，海地

的结果就是例证。MyShake 对事件的快速检测在俯冲带的环境中受到了更

严格的考验，比如智利，那里破坏性最大的地震往往非常大，而且发生在

近海。显然，使用 Cua 和 Heaton（2009）的振幅—距离关系来估计震级，

以及将事件作为点源的近似值，在这样的地震情况下会失效，导致震级估

计较差。然而，尽管有这些限制，该算法仍然能够快速准确地定位这些大

地震，即使是在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中。此外，研究人员还建立了模拟平台

和网络检测工作流，以便于调整参数和测试不同的震级估计方法。因此，

该算法可以针对其部署的每个区域进行定制。 

图 3  海地的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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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级的估计因区域不同而有很大差异，这表明在未来的算法改进中需

要更适合具体区域的方法。此外，研究人员发现，随着辨别触发器是发生

在 P 期还是 S 期的能力的增强，位置和震级的准确性得到了提高。因此，

提高 P 或者 S 分类器的准确性也可能是未来发展的有效途径。 

研究结果还表明，通常情况下，具有更多初始触发点的事件会像预期

的那样，被定位得更准确。随着模拟的进行超过了最初的检测阶段，并纳

入越来越多的更新，触发器的总数进一步增加。因此，事件位置通常会得

到改善，而许多区域的异常值确实会消失。 

对 MyShake 在不同地区的表现所进行的详细统计表明，其在人口稠密

地区的陆地上地壳地震中表现最好，如印尼苏拉威西岛、海地和南加州。

在这种情况下，警报可以在初始时间之后约 4~6 秒生成，震级估计误差在

0.5 震级单位之内，位置距离真实位置不到 10 公里。当地震发生在近海，

比如在俯冲带，警报会变慢，震级和位置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此外，在像

新西兰这样人口稀少的地区，远离人口中心的小的和中等强度的事件可能

根本探测不到。 

来源：Kong Q, R Martin-Short. & R M Allen. Toward Global Earthquake 

Early Warning with the MyShake Smartphone Seismic Network, Part 2: 

Understanding MyShake Performance around the World. Seismological 

Research Letters, 2020, 91, 2218–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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