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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2008年5月 12日四川汶川8级地震与地球自转的关系的分析，提出 

了一个新的地震成因观点，认为地震的主要成因之一在于地球自转速率的变化。地球岩 

石圈由大小不同、质量不同的块体组成。比如，大洋块体薄、质量轻，大陆块体厚、质量 

重。地球 自转速率变化时，就会造成这些块体运动的差异性。这种差异运动可能使块体 

之间发生“追尾”撞击或摩察，从而引起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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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球自转与地震的关系一直受到专家们 

的关注。地球自转速率变化可能是全球地震 

活动的一种主要的动力来源 ，不少研究 

涉及地 震 活动 与地 球 自转 的相 关性 研 

究 ，这些研究几乎得到了相近的结果， 

认为地球自转与全球强震的发生具有统计上 

的相关关系，只是不同地区存在差异，有的 

地区与地球自转减慢有关，有的地区则与地 

球自转加速有关。至于对地球 自转与地震相 

关性的解释则主要认为是地球自转所引起的 

附加力对地震的触发作用。地震与地球自转 

之间的强相关性是客观存在的，仅用地球 自 

转所引起的附加力对地震的触发作用来解释 

似乎并不充分，因为可以起到类似触发作用 

的因素不止地球自转引起的附加力，况且这 

种附加力不是所有地区的地震都可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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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如，苏鸾声的研究表明 ，太平洋东 

岸的地震常常发生在地球 自转加速期间，而 

太平洋西岸的地震却主要发生在地球自转减 

速期间，可是地球自转所引起的附加力只与 

纬度有关。如果地震与地球自转的关系是确 

定的，其中必另有原因，因此地球 自转怎么 

引起地震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下面以 

2008年5月 12日四川汶川地震为例，对其 

与地球自转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以期 

对这个问题有所启示。 

1 地球自转速率随时间的变化 

地球自转速率在时间尺度上包含着几天 

到地质年代时间跨度的变化  ̈，这种变化 

通常用日长变化来表征。地球内部地核与地 

幔的耦合作用引起 13长十年至几十年时间尺 

度的起伏变化。这种时间尺度的变化在地球 

自转研究领域中统称为“十年起伏”的趋势 

变化。大气环流和固体潮等可引起 日长的季 

节性变化。而短周期变化主要是大气的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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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和潮汐波动引起的 。 

目前，地球自转速率变化可以被精确观 

测到。国际地球自转服务组织 IERS(Interna— 

tional Earth Rotation Service)在网上公布了 

1962年以来每天的地球日长数据(http：／／ 

hpiers．obspm．fr／eop—pc／)，图 1给出了2000 

年以来的地球日长随时间的变化。图中纵轴 

为日长，单位为毫秒(ins)，其意义是相对于 

标准 日长的变化量。图 1(b)中给出了经过 

截止周期为 125天的低通滤波处理后的日长 

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图中清楚地显示出地球 

自转的季节性变化。一般情况下，在 1年的 

时间里，1_3月和 8—1O月 日长呈上升变 

化，地球自转减慢；4—7月和 1l一12月 日 

长呈下降变化，地球自转加速。图2中给出 

了1900年以来地球日长“十年起伏”变化形态。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t／a 

图1 地球日长季节性变化 

(a)原始数据。(b)进行低通滤波处理后的数据(截止周期为 125天) 

2 地球自转与汶川地震发生的关系 

2．1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8级地震 

地球自转除了存在年尺度的季节性变化 

外，还存在“十年起伏”的趋势性变化。1900 

年以来，地球自转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的变化：1912年以前 ，地球 自转处于减速状 

态；1912--1929年处于加速状态；1929— 

1944年处于减速状态；1944--1955年处于 

加速状态；1955--1972年处于减速状态； 

1972--1986年处于加速状态；1986--1993 

年处于减速状态；1993--2003年处于加速状 

态；2003年以来处于减速状态。因此，2008 

年四川汶川 8级地震发生在地球 自转“十年 

起伏”趋势性变化的减速阶段(图2)。 

2．2 汶川地震前龙门山断裂带中小地震 

为了进一步考察汶川地震的发生与地球 

自转之间的关系，下面选取龙门山断裂带上 

图2 地球日长“十年起伏”变化(“』”表示2008年 

5月 12日四川汶川 8级地震) 

在汶川地震前发生的中小地震，分析其与地 

球自转之间的关系。图3给出了汶川地震前 

从 1993年 1月到 2008年 4月这 15年中地 

球自转季节性变化与龙门山断裂带上发生的 

．
≥3级地震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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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地球自转季节性变化与汶川地震前龙门山断裂带上中小地震发生的关系 

(曲线表示地球自转日长变化；竖直线表示龙门山段裂带上发生的M ≥3地震) 

表1 汶川地震前2年时间内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上的M ≥3级地震 

汶川地震前2年，从2006年7月始，几乎所 

有 ．≥3级地震都发生在地球自转季节性 

变化的减速时段(图中El长季节性变化曲线 

的上升段)，这种现象在其它时间段却没有 

出现过。表 i中给出了这些地震的发生时 

间、地点和震级。 

图4为地球自转季节性变化的减慢时段 

与加快时段内，龙门山段裂带上发生的M 

≥3地震数之比随时间的变化，计算时时间 

窗取 3年，以4个月滑动。图中显示 2006年 

起，减慢时段内的地震数与加快时段内的地 

震数之比从 1．5飚升到5．5。在此期间，地 

球 自转季节性变化的减慢与加快时段长度之 

比在1．5以下(图5)，因此这个显著的变化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da 

图4 地球自转减慢与加快时段内发生的地震数之 

比随时间的变化(3年时间窗。4个月滑动) 

与地球自转季节性变化的减慢和加快时段长 

度变化无关，说明在临近汶川地震发生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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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地球 自转减慢与加快时段长度之比随时间的 

变化(3年时间窗，1个月滑动) 

年内，地球自转减慢使龙门山断裂带上 ． 

>t3地震活动显著增强。 

2．3 汶川地震的余震 

图6给出了汶川地震序列 中 ．≥5．5 

级的较强余震与地球自转季节性变化之间的 

关系。除紧跟主震发生的外，其余 ．≥5．5 

级余震几乎都发生在地球自转季节性变化的 

减慢段。 

： ／一、＼ ＼ 
‘

＼ 7 、、 一 _ 

图6 地球 自转季节性变化与汶川地震 帆 I>5．5级 

余震发生的关系 

(曲线表示地球 自转 日长变化；竖直线表示 

汶川地震序列中M ／>5．5级余震) 

3 地震成因与地震预报 

根据上述对汶川地震与地球 自转关系的 

分析结果，汶川地震发生在地球 自转“十年 

起伏”趋势变化的减慢阶段，汶川地震前 2 

年，龙门山断裂带上 M ，I>3地震几乎全部发 

生在地球自转季节性变化的减慢时段，汶川 

地震序列的 。．≥5．5级较强余震发生也与 

地球自转季节性变化的减慢有关。这说明汶 

川地震在发生前后均与地球 自转减慢有关。 

据此，笔者认为，地震的发生可能与地球 自 

转速率变化有关。地球由地核、地幔和岩石 

圈组成。岩石圈由大小不同、质量不等、相 

互挤靠在一起的块体组成，这些块体就像水 

中的船一样漂浮在地幔上。由于质量存在差 

异，地球自转速率变化时，就会造成这些块 

体之间运动的差异性，块体之间就可能发生 

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正是地震发生的根 

本原因。 

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 

况 ： 

(1)“追尾”。当地球 自转加速时，西边 

质量轻的块体就会追赶东边质量重的块体； 

当地球自转减速时，西边重的块体就会因为 

惯性“追尾”东边质量轻的块体。这种情况会 

引起逆冲型地震。 

(2)“分离”。当地球 自转加速时，西边 

质量重的块体与东边质量轻的块体之间会产 

生“分离”作用；当地球自转减速时，西边轻 

的块体与东边质量重的块体之间也会产生 

“分离”作用。这种情况会引起正断层型地 

震。 

(3)“摩擦”。不管是地球自转是在加速 

还是在减速，只要是地球 自转速率发生变 

化，质量不等的南北块体间都会发生差异运 

动或“摩擦”。这种情况会引起走滑断层型地 
J=  

n《 o 

地震释放的能量来自于两块体碰撞后损 

失的动能的一部分。简单的计算表明，在纬 

度 30。N处，厚度为 30 km的 1 km 的地块 

的动能约为6．5444×10埔N·m，而 1次8级 

地震所释放的能量约为6．31×10 N·m。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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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只要块体在碰撞时损失 1 km 地块的动 

能，就足以用于 100个 8级地震释放能量。 

对两个质量分别为 m 和 m 的物体，速 

度分别为u 和u ，当发生非弹性碰撞时，损 

失的动能为： 

AE ：÷(1一 ) ( 一u：) ffl
q ．r ，J 2 

式中，e= — ， 和 分别为它们在碰 
Ⅱ 1 一 “2 

撞之后的速度。 

当m】》m2时 

1 ． 

AE =÷(1一e )m2(“1一 2) 

所以在速度差相同的情况下，质量大的块体 

与质量很小的块体之间碰撞之后，动能损失 

相对较小，不会引起较大的地震。反之，两 

个较大质量的块体之间，当其发生碰撞后， 

动能损失相对较大，引起的地震也较大。对 

于地球岩石圈，由于其厚度相对变化不是很 

大，一般来说，块体越大，质量也越大，因 

此大地震通常发生在大的块体之间，这与我 

们观测到的大地震通常发生在巨型断裂带上 

是完全一致的。因为那些巨型断裂带正是质 

量较大的块体之间的分界带。 

上述地震成因观点与弹性回跳理论之间 

存在根本的差别。根据弹性回跳理论，震前 

在震源区会产生很高的应力，发生很大的应 

变，从而积累很高的应变能。预期在这个过 

程中，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地球物理异常现 

象。根据上述地震成因观点，地震释放的能 

量来自于块体的动能，震前震源区不需要积 

累很高的应变能，所以，震前可能不会出现 

显著的地球物理异常。如果地震发生前，两 

块体曾经发生过“预接触”，则在其间可能出 

现地震活动或其它地球物理异常，且异常出 

现显著程度与“预接触”时两块体之间的作 

用强弱有关。一般来说，大地震发生前，这 

种“预接触”造成的块体之间的作用是比较 

强的，可以预期在震前会出现明显的地震活 

动和其它地球物理异常。但这种异常可能只 

出现在块体之间“预接触”期间和相应的局 

部地区。 

2008年5月 12日四川汶川 8级地震发 

生在龙门山断裂带上，龙门山断裂带以西是 

青藏高原块体，东边是与华南地块相连的四 

川盆地。青藏块体地壳厚，质量重，而四川 

盆地地壳薄，质量轻。地球 自西 向东转动 

时，青藏块体与四川盆地之间的相互作用可 

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地球 自转加速时， 

质量轻的四川盆地比质量重的青藏块体跑得 

快，两个块体之间的作用减弱，作为两个块 

体结合地带的龙门山断裂带上表现为松弛； 

当地球自转减速时，质量重的青藏块体由于 

惯性的作用使两个块体之间的作用加强，龙 

门山断裂带上推挤作用会增强。当减速到一 

定程度时，两个块体之间就会发生“追尾”， 

引起地震。2008年 5月 12日汶川 8级地震 

就是在地球 自转减速状态下，青藏块体与四 

川盆地发生“追尾”引起的。 

在发生“追尾”之前，一般情况下，块体 

之间会有“预接触”。当青藏块体与四川盆地 

之问发生预接触时，在龙门山断裂带上就可 

能出现地震活动增强的现象。果然，从 2006 

年7月至2008年4月期间，龙门山断裂带 

上几乎所有 ． ≥3级地震都发生在地球自 

转季节性变化的减速时段，这正是青藏块体 

与四川盆地之间发生“预接触”的例证。当两 

块体碰撞发生较大地震后，块体会损失一部 

分动能，两块体会逐渐分离。在分离初期， 

若遇地球 自转减速，块体之间还可能发生 

“摩擦”，引起余震。这就是汶川地震的较大 

的余震发生在减速时段的原因。 

根据上述地震成因观点，由于地球 自转 

存在季节性变化，在两块体发生强相互作用 

引起强烈地震前，一般会在块体之间发生 

“预接触”，正是这种“预接触”为我们实现 

地震预报提供了机会。当块体之间发生“预 

接触”时，可能会引起地震活动异常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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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异常现象，对这样的异常的拾取， 

可能才是地震预测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突破 

口 。 

地震平静是地震活动性观测到的普遍现 

象。地震活动观测表明，强震前，往往会先 

出现地震活动增强，然后出现平静现象。根 

据上述成因观点，地震活动增强是块体之间 

“预接触”时，由于块体表面粗糙，存在凹凸 

体，这些凹凸体会在块体的接触过程中逐渐 

被磨平，同时产生中小地震。当这些凹凸体 

被磨平后 ，块体表面变得光滑，有利于相对 

滑动，进一步的接触不再产生中小地震，于 

是就出现了平静。之后就是“追尾”发生，即 

较大的地震。 

对于前兆异常，如果根据弹性 回跳理 

论，震前在震源区会产生很高的应力，发生 

很大的应变，从而积累很高的应变能。在这 

个过程中，在震源区会出现明显的地球物理 

异常现象。实际上，很多大地震前在震源区 

都没有观测到这样的异常现象。根据本文提 

出的成因观点，地震释放的能量来自于块体 

的动能，震前震源区不需要积累很高的应变 

能，所以，震前可能不会出现显著的地球物 

理异常。如果地震发生前，两块体曾经发生 

过“预接触”，则在其间可能出现地震活动或 

其它地球物理异常，且异常出现显著程度与 

“预接触”时两块体之间的作用强弱有关。一 

般来说，大地震发生前，这种“预接触”造成 

的块体之间的作用是比较强的，可以预期在 

震前会出现明显的地震活动和其它地球物理 

异常。 

(作者电子信箱，陈学忠：cxz8675@163．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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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th Rotation，the Cause of Earthquakes 

and Earthquake Prediction 

Chen Xuezhong̈
．
Li Yan’e )and Zhao Xiaoyan ) 

1)Institute of Geophysics，CEA，Beijing 100081，China 

2)Institut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Yanjiao，Hebei 065201，China 

Abstract A new viewpoint about the cause of earthquakes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fter in- 

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rth rotation and the May 12，2008 Wenchuan，Si． 

chuan Ms8．0 earthquake．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earthquakes could lie in the variation in velocity 

of the earth rotation．The lithosphere of the earth consists of plates with different volumes and mas— 

ses．For instance，the oceanic plate is thinner and lighter，whereas the continental plate is thicker 

and weightier．The variation in velocity of the earth rotation could result in the motion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m，which could make the plates collide or rub，and cause earthquakes． 

Key words earth rotation；Wenchuan earthquake；cause of earthqua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