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震减灾四十年，邮票展示研究所卓越贡献 

 

 

为纪念邢台地震四十周年和唐山地震三十周年，中国

邮政发行了中国防震减灾四十周年纪念邮票。建所五十

六年的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为国家防震减灾事业

所做出的贡献充分展现在这套邮票中。在这里，以简短

的篇幅对邮票展现的照片予以回顾。 

 

 

 

 



 

邢台地震考察—我国防震减灾工作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1966年 3月 8日和 3月 22日，在我国河北省邢台地区连续发生了里氏6.8

级和 7.2 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深入现场调查、抓住邢台

不放”的指示精神，国家科委立即组织中国科学院、地质部、石油部、测绘总

局以及有关大专院校的大批专业人员前往现场调查，广泛开展与地震预报有关

的地震活动性、地质构造、重力、地磁、地电、地形变、地应力、地下水、大

气因素和生物习性异常等观测研究。 

邢台地震现场大规模地震科学考察和应急救援工作，标志着我国防震减灾

工作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以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地



球物理研究所）科技人员为主的邢台地震考察队，在现场进行了一年多的观测

和考察，收集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此次地震现场大规模考察工作，为我国防震

减灾科技工作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个地震台—鹫峰地震台 

鹫峰地震台是中国人依靠自己力量建立的第一个地震台。属中国地震局地

球物理研究所管理。1920 年 12 月 16 日海原县发生 8 级大地震，地震导致 20

多万人罹难。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等人调查回来后，感到要研究地震

不能专靠野外调查，必须用仪器进行观测。1929 年地质调查所聘物理学教员

李善邦来负责鹫峰地震台的建台事宜。 

1930 年春鹫峰地震台建成，先安装了一套三分向维歇尔机械式地震仪，

它采用熏烟记录。1930 年 9 月 20 日国际标准时间 13 时 02 分 02 秒 GMT 记录

到第一个地震，从此鹫峰地震台转入正式记录。1932 年又装一台当时世界上

最先进的伽利津-魏利普电磁式地震仪（三分向），这种仪器灵敏度高，放大倍

数可达 1 000 多倍。1931 年 2 月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招到贾连亨到地震台协助

观测。1934 年 8 月请北京燕京大学物理系潘家麟到台上工作。1937 年秦馨菱

到地震台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台站被迫停止工作。2002 年，经修缮，台

上配备了新的数字化地震仪器，重新开始运行。 

系列模拟地震仪研制 

人类利用仪器设备观测研究地震自然灾害始于公元 132 年，我们的祖先张



衡设计了世界上第一架观测地震的仪器——侯风地动仪。足足超前于世界任何

国家 1700 多年。 

进入现代地震观测阶段后，1943 年夏天由李善邦先生研制成功了水平向

机械记录地震仪，并投入观测使用。同年 6 月 21 日清晨记录到发生在成都附

近的 5级左右地震。为了表示对地震调查所翁文灏（字咏霓）所长对地震工作

重视的敬意，李善邦把地震仪命名为“霓式地震仪”（后改称“I式地震仪”），

这是继公元 132 年东汉张衡发明世界第一台地动仪之后，中国人自己研制成功

的第一台现代地震仪，标志着我国地震仪器的研制和地震学的研究跨入了新阶

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地震观测仪器研制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中国地震

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先后研制出 54 式地震仪、513 型地震仪、581 型微

震仪、QZY 型强震仪、62 型地震仪、64 型地震仪、65 型地震计、DD-1 型地震

仪、DK-1 型宽频带地震仪、763 型长周期地震仪、768 型大位移长周期地震计、

CS-1 型电子放大长周期地震仪、JD-2 型深井地震观测系统、LD 型流动观测地

震仪、DW-1 型 5 倍强震仪、DJ-1 型地面深井两用地震计、PTY-8 地震遥测设

备、DTK-25 台网中心控制台、768 单路无线地震遥测设备、768 多路数字地震

遥测设备、CJ-1 型自动换带慢速磁带记录仪、多道选频测震仪、JD-2 型深井

地震传输记录系统、利用航天液浮陀螺研制井下定向系统、CBY 型磁带爆破地

震仪、长卷胶记录器和 PTY-8 多道记录器、BSO 宽频带地震观测系统、KFD 宽

频带反馈长周期地震计、K系列无人值守人工爆破记录仪。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的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的起草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我国开展防震减灾工作的重要保障。为推进这方面工作，中国地

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专家开展了“防震减灾法律制度的研究与建立”的研究工

作。 

研究内容涉及国家对在防震减灾活动中产生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

规范和调整；国家地震局作为国务院防震减灾工作的主管部门行使政府职能和

管理防震减灾社会事务的内涵的界定；各级政府在防震减灾活动中的职责、义

务的赋予；指导我国防震减灾工作的方针的建立及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

害这一目标的实现，防震减灾工作体系的结构与内容的设定等。为了提高实施

效果，还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释义》、《防震减灾法律教程》、

《防震减灾法知识手册》三本书及一系列科普讲座，并为了国际交流，出版了

法的英文版。本项目的完成使我国防震减灾工作有法可依，依法建立了一系列

防震减灾法律制度。并在我国应对地震灾害及其它突发事件中取得了明显的减

灾实效。 

2001 年昆仑山口西 8.1 级地震科学考察 

2001 年 11 月 14 日，青海、新疆、西藏交界昆仑山口以西发生 8.1 级大

地震，这次地震是 1951 年以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最大的地震。地震之后，根

据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和科技发展司的部署，地球物理研究所迅即组织流动

数字地震观测队，赶赴现场进行科学考察。 



从 2001 年 11 月 18 日到 2002 年 4 月 8日，布设在昆仑山口以北、格尔木

市区以南的数字地震台阵，记录到余震事件 4378 个。这些地震记录为研究当

地的地震活动、地震构造和工程地震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在地震监

测工作中提出的一些科学问题，引起专家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在开展地震监测工作的同时，研究所科研人员还克服低温、缺氧、钻孔施

工难度大等重重困难，在沿地震断层开展了浅层地震勘探、断层围陷波探测和

研究工作，对这次强烈地震形成的断裂带的性质取得了深入认识。 

地震现场科学考察和应急救援 

2002 年，根据严峻的地震形势和国家对防震减灾工作的迫切需求，中国

地震局组建了地震现场应急工作队，地球所的 12 位同志光荣地成为这支地震

现场应急观测队伍的成员。此后，我所科研人员还加入了中国国际地震救援队。 

这些队员先后参加了阿尔及利亚地震、伊朗巴姆地震、巴基斯坦地震和印

尼地震海啸的国际救援工作和地震现场科学考察，为争取国家荣誉，提高我国

国际地位，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韩炜同志在印尼地震救援

现场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还参加了昆仑山口西 8.1 级地震、新疆巴楚—

伽师地震、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地震、甘肃民乐-山丹地震、山西临汾地震、

黑龙江林甸地震和 2006 年 7 月河北文安地震的现场流动地震台网架设和震情

监测工作，为防震减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极地球物理观测 

在南极建立地磁总强度观测台，其观测资料可研究南极地区总磁场的变化



特征和基本规律。在南极开展地震观测研究，特别是获取宽频带数字地震资料，

可以了解南极大陆的地震活动性，对研究南极大陆和大陆架岩石层结构是非常

必要的。中国自 1984 年起，先后在南极洲建立了长城、中山两个常年科学考

察站。1985 年我国第二次南极科学考察期间，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当

时为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在中国南极长城站建立了地震台站和地磁台

站。自 1985 年我国派出第二次南极越冬科学考察队，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

究所每年均派遣越冬科学考察队员参加在南极长城站开展的常年地震和地磁

观测，至 2000 年，先后有 16 名研究人员参加了南极长城站的越冬科学考察工

作。 

数字化地震仪器研制 

长白山天池火山于公元 1215±15 年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喷发，在长白

山天池火山区开展流动地震监测，并对火山区的地震记录进行分析、研究，对

估计目前火山喷发的危险程度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理由，中国地震局设立

了“九五”重点项目—“中国若干近代活动火山的监测与研究”，并于 1997

年启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在该项目中承担了数字化地震观测仪器的

研制和生产任务。在已有工作基础上，研究所引进先进技术，设计并研制出频

带范围为 30~0.05 Hz 的宽频带三分量地震计，以及 24 位数字化数据采集器。

在项目验收会上，验收专家一致认为仪器各项指标符合设计要求，仪器性能良

好。 

该套设备累计生产超过 150 台，提供给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地震局的研究机

构，并先后投入五大连池火山和长白山天池火山地震观测，以及后来的青藏高



原岩石圈结构研究野外观测工作。仪器获取的地震记录波形完好，在火山地震

和青藏高原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 年 1 月，美国 IRIS 负责

人 Simpson 来所，对我所生产的仪器给予高度赞赏，并提议开展这个领域合作。 

海城地震预报工作 

1975 年 2 月 4 日 19 时 36 分 07 秒在辽宁海城县发生了 7.3 级地震。在海

城地震前的 1个多月( 1974 年 12 月 30 日)，地球物理研究所根据国家地震局

的指示组成一个工作组，到沈阳地震大队协助工作。2 月 4 日早 7 点 50 分，

当地发生了有感地震，凭着地震工作者“地震就是命令”的责任感，李志永同

志立即赶到主管地震工作的市科技局和地震办公室，投入到紧张的地震工作

中。他大胆地根据前期在渗窝水库观测的经验, 用营口市石棚峪地震台报给市

地办的地震数据，进行了地震趋势分析，做出了一个震级随时间变化的关系曲

线 M -T 图。根据分析结果，李志永同志向当时市科技局领导提出了预报意见，

认为将要发生 6.8 级以上地震，并引起了科技局的领导的重视。此后，辽宁省

地震部门汇集各方面的工作结果，对海城地震做出了具有重大减灾效果的地震

短临预报，将人员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 

2 月 4 日，地球物理研究所还立即派出现场监测队，计 16 人次。地球物

理所在震中附近设 3个流动台，这３台的资料与辽宁省原有台站及北京大学等

单位架设的临时台的资料一起，供分析震情用。 

 

全国地震区划图的编制工作 



地震区划图是一般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在抗震设防工作中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自 50 年代以来，我国编制过四个版本的全国性地震区划图（1957

年、1977 年、1990 年和 2001 年），其中有三个版本的主编是地球物理所的专

家（李善邦（1957 年版）、时振梁（1990 年版）和胡聿贤（2001 年版）。1977

年版区划图我所也是主要的参编单位。  

1957 年，我所著名地震学家李善邦先生主持编制了我国的第一张全国地

震烈度区划图。这是我国现代工程地震学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工作。  

1977 年，我国编制并颁布了第二张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我所作为主要

的参编单位，组织了大量科技骨干协助完成该图的编制。  

1986 年，我所时振梁研究员主持编制了我国第三张地震烈度区划图。该

图 1990 年编制完成，并由国务院颁布执行。该图也是我国第一张采用国际上

先进的概率地震危险性分析方法编制的地震烈度区划图。  

2000 年，我所胡聿贤院士、高孟潭研究员主持编制了我国第四张地震区

划图。该图 2001 年颁布成为我国防震减灾工作的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该图

也是我国第一张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其成功编制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少数执行

了双参数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的国家之一，使我国在世界工程地震领域中处于先

进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