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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1900年 以来全球 Ms≥7．0地震 目录 ，分析 了全球强震 随纬度 分布特征 ，得 到的结 

果显示 ：全球强震主要分布在 35。S～65。N之 间，中心点在 15。N附近 ，而非 以赤道为对称 点的 

分布；在 0。～180。W 之间的地震，主要分布在 45。s～15。N之间，中心点在 15~S附近；在 9o。w 

～ 9O。E之间的地震，主要分布在 40。s～40。N之间，中心点在赤道附近；在 0。～180。E之间的 

地震，主要分布在 25。s～55。N之间，中心点在 15。N附近。分析表明，全球强震的纬度分布特 

征与潮汐引起的地球 自转 动能变化随 纬度 的分 布具有很 好 的一致 性 ，说明地震 的发生 与地球 

自转动能有关 。由于地球 自转速率变化 ，将 引起不 同质 量的地球 岩石 圈块体之 间产 生相互作用 

(非弹性 碰撞 )，这种相互 作用 可能是引起地震 的主要成 因之一 。非 弹性碰撞会造成块体动能 的 

损失 ，地震所释放的能量就来 自于所损失 的动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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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震是人类面临的可怕的自然灾害之一。人们一直企图通过实现地震预报来减轻地震 

灾害，地震预报已成为当今世界科学研究领域 中最令人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但是，到 目 

前为止，地震预报仍然是尚未攻克的世界性科学难题 ，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尚未把地震的 

真正成因彻底弄清楚 。 

1910年 ，美国地震学家里德 (Reid)根据对 1906年 4月 18日美 国加州旧金 山 Ms8．3 

地震前后横跨圣安德烈斯断层所进行的大地形变测量资料的变化进行分析之后 ，提 出了弹 

性回跳学说。这个学说认为地震是地壳运动使某些地方发生了弹性剪切变形，当变形达到 

一 定程度时岩石发生断裂错动引起地震 。20世纪 6O年代 ，板块构造理论问世，解决了地 

壳运动的动力问题。于是，板块构造理论和弹性 回跳学说就逐渐成为地震预报研究的两大 

理论支柱。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 ，人们也发现板块构造理论可 以成功地解释板块边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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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震 ，但对板块内部发生的强震很难解释。 

任何一种关于地震成因的学说或理论都要有普适性 ，而不能仅对个别或少数地震 的发 

生进行解释。地震是地球上的一种 自然现象，具有全球性。全球强震活动在空间分布上具 

有有序特征，多数情况下分布在全球尺度 的板块边界附近地 区，形成了环太平洋地震带 、 

亚欧地震带和洋中脊海岭地震带。在板块内部，强震也常常发生在主要的较大规模的构造 

带上。全球地震纬度分布特征已被注意到。唐燕娟研究 了全球地震纬度分布特征 ，并对地 

震沿北纬 35。线的优势分布的原因进行 了一些分析 ，认为主要是与地球 白转离心力有关l1 。 

郭增建等研究了我国大陆地区的强震沿北纬 35度线分布的现象 ，认为在北纬 35度线附近 

可能存在地壳变形的差异性和相反的力学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有利于地壳形变能量 的积 

累，进而发生大地震L2 。宋贯一等得到全球强震能量释放与陆地表面积具有相似的南北半 

球不对称现象 ，极值点在北纬 3O。附近，认为地震力源来 自于照射在陆地上的太阳光压_3j。 

池顺 良等则认为全球强震的纬度分布与潮汐有关 。 

本文将深入分析全球地震活动的纬度分布特征 ，探索全球强震纬度分布特征的控制因 

素，以期对地震成因的认识提供线索 。 

1 全球强震纬度分布特征 

本研究利用了 1900年以来全球 M ≥7．0地震 目录，共 2160次地震。图 1为根据这一 

目录给出的全球 Ms≥7．0地震震中分布，图中实线表示全球板块边界。图 2为本 目录中 

Ms≥8．0地震的时序图。 

图 1 19oo年 1月至 2009年 5月全球 ≥7．0地震震 中分布 

1．1 不同震级段地震随纬度的分布 

图 3和图 4分别给出了以 5。的纬度间隔进行统计得到的不同震级下限的全球地震频度 

和地震能量随纬度的分布。图 3中纵轴为各纬度间隔 内地震数与总地震数之 比值 ，用 Rn 

表示 ，横轴为纬度 ，北纬为正 ，南纬为负；图 4中纵轴为地震能量 ，用 Es表示 ，单位为 

Nm。不管是地震频度，还是地震能量 ，对不同震级下限的地震 ，它们随纬度的分布具有稳 

定的一致性，绝大多数地震主要分布在 35。S～65。N的纬度范围内，中心点在 15。N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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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给出了 Ms≥7．0地震的地震频度和地震能量随纬度分布的具体数值 ，分布在 35。S～ 

65。N纬度范围内的地震数 占94 ，地震能量 占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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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00年 1月至 2009年 5月全球 Ms≥8．0地震 M-t图 

纬度 。) 

图 3 全球不同震级 段地震频度随纬度 的分 布 

(a)Ms≥7．0；(b)Ms≥7．5；(c)Ms≥8．0；(d)Ms≥8．5 

纬度／(。) 

图 4 全球不同震级段地震能量随纬度的分布 

(a)Ms≥7．0；(b)Ms≥7．5；(c)Ms≥8．0；(d)Ms≥8．5 

1．2 不同经度范围地震随纬度的分布 

图 5和图 6分别给出了以 5。的纬度间隔进行统计得到的不同经度范围内的地震频度和 

地震能量随纬度的分布。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经度 180。W～O。范围内的西半球的地震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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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布在 45。S～25。N范围内，中心点在 l0。S附近；在 9O。w～90E。范围内的地震，主要分 

布在 40。S～40。N范围内，中心点在 O。附近；在经度 O。～18O。范围内的东半球的地震 ，主要 

分布在 25。S～55。N范围内，中心点在 1 5。N附近。 

表 1 全球 Msf>7．0地震 随纬度的分布 

纬度范嗣 R ／( ) Es／×10 Nm 纬度范围 R ／( ) Es／×10 Nm 

75。S～ 70。S 0．0005 0．0028 0。～ 5。N 0．0551 3．5409 

7O。S～ 65。S 0 0 5 N～ 1O。N 0．0427 1．5137 

65。S～ 60。S 0．O066 0．0813 1O。N～ 1 5。N 0
．

0427 2．O965 

6O。S～ 55。S 0．Ol33 0．3246 1 5。N～ 20。N O．0560 2．18lO 

55。S～ 50。S 0．0062 0．4122 20。N～ 25。N 0．044l 1．8l 59 

50。S～ 4 5。S 0．O076 0．2674 25。N～ 30。N 0．O313 1．8608 

45。S～ 40。S 0．O066 0．0659 30。N～ 35。N 0．0399 1．9366 

40。S～ 35。S 0
．

01O0 O．4849 35。N～ 40。N 0
． 0731 4．5436 

35。S～ 3O。S 0．0209 0．9862 40。N～ 45。N 0
．

O698 3．5330 

30。S～ 25。S 0
．
0280 1．21 18 45。N～ 5O。 O

． 0271 1．9793 

25。S～ 20。S 0．0574 1．3882 50。N～ 55。N 0
． O565 2．4732 

2O。S～ 1 5。S 0．0584 2．9508 55。N ～ 6O。N 0
． 0233 1．5269 

l 5。S～ 10。S 0
．
0532 1．8301 60。N～ 65。N 0

． 0l23 0．8547 

10。S～ 5。S 0
．

0788 2．0834 65。N～ 70。N 0
． 001 9 0．0133 

5。S～ 0。 0
．
0764 2．1325 70。N～ 75。N 0

． 0005 0．OO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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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球不同经度 范围 ≥7．0地震频度随纬度的分布 

(a) 180 W ～ 0。；(b) 90。W ～ 90。E；(c)0。～ 18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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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全球不同经度 范围 M ≥7．0地震能量随纬度的分布 

(a)180。W ～ 0。；(b)90。W ～ 90。E；(c)0。～ 18O。E 

m山  



32 地 震 

综上所述 ，全球地震纬度分布具有如下特征：全球地震主要分布在 35。S～65。N的纬度 

范围内，中心点在 15。N 附近；西半球的地震主要分布在 45。S～15。N范围内，中心点在 15。 

S附近；东半球的地震 主要分布在 25。S～55。N 范围内，中心点在 15。N附近；在 90。w～ 

90E。范围内的地震主要分布在 40。S～40。N范围内，中心点在 0。附近。东半球地震纬度分 

布 的中心点与全球地震 纬度分布的中心点一致 是 由于全球地震主要分布在东半球所致 

(图 7)。 

0 O5 

经厦 。) 

图 7 全球 M ≥7．0地震频度随经度 的分布 

2 潮汐引起的地球 自转动能变化量随纬度的变化 

地球是一个近似扁球体 ，扁率仅为 1／298．25，本文将地球看成球体。设半径为 r的地 

球以角速度 自转 ，对于地球表面上地心纬度为 的一点，由于地球 白转具有的线速度 v 

和动能 E 分别为 

— rwcosv (1) 

Ek一寺mr r．O COS (2) 

由于 日月潮汐作用 ，使地表隆起 ，引起地球质量 的重新分布 。对于均匀地球模型 ，日 

月潮汐引起的地球质量的变化与地球等位面高度的变化成正比。后者与纬度的关系为_5 

△，．一 (专)。r·吉(3c。s。 ～1) (3) 
式中，r为地球半径 ，R为 日心或月心与地心之间的距离 ，M 为地球质量，m 为月球或太阳 

的质量，≯为地表上的一点与地心的连线与地心和月心或 日心连线之间的夹角。考虑到 日 

月潮汐引起地球质量的重新分布的情况下，地球质量可以写成 

m — m0+ △ ( ) (4) 

式中，m。为未受潮汐影响的地球质量 ；△m( )为潮汐引起的地球质量的变化中与纬度有关 

那部分。从式 (3)可知 ，这部分与 COS 成正比。由于本文只涉及 随纬度的变化 ，所 以在这 

里只考虑 △m( )部分。考虑到月球潮汐为太阳潮汐的 2．18倍 ，Am( )可写成 

△m( )OC (cos + 2．18cos ) (5) 

式 中， 。表示地表上的一点与地心的连线与地心和 日心连线之间的夹角， 表示地表上的 

一 点与地心的连线与地心和月心连线之间的夹角。考虑到黄道和白道与赤道并不重合 ，而 

是分别偏离 23．45。和28．6。，95 和 与地心纬度 之间的关系如下 ：从春分点到秋分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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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球)， 一 一23．45。，声 一 一28．6。；从秋分点到春分点(西半球)，≠ 一 +23．45。， 

一  +28．6。；从冬至点到夏至点(90。W ～90。E)， 一 ， 一 5D，所引起的质量变化以赤 

道对 称 。 

由于潮汐引起的地球径向方向的变化最大值不到 1 m，与地球半径相 比，可 以忽略不 

计。因此 ，潮汐对地球表面上一点由于地球 自转所具有 的速度的影响可以忽略。这样 ，潮 

汐引起的地球 自转动能的变化为 

AEk： Am (9)
． r c。s (6) 

将式(5)代入式(6)得到潮汐引起的地球 自转动能变化量随纬度的变化形态 

AEk Cx：COS。 (COS + 2．18cos ) (7) 

图 8给出了不同经度范围内，AE 随纬度的变化曲线。从图可以看 出，AEk随纬度呈 

正态分布变化，对不同的经度范围，AE 随纬度的变化的中心点不同。在东半球 ，}}1心在 

15。N附近；在西半球 ，中心在 1 5。S附近 ；在 90。W～9O。E之问，中心在 O。附近。这与图 5 

和图 6中给出的不同经度范围内的地震频度和地震能量随纬度的分布一致。 

图 8 不同经度范围 5E 随纬度的分布 

(a)0。～ 18O。E；(b)90。W ～9O。E；(c)】8O。W ～O。 

3 全球强震纬度分布特征解释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同一经度范围内，地震频度和地震能量随纬度的分布与 3E 随纬 

度的变化曲线形态是一致的，中心点也很接近。就全球地震而言 ，由于主要分布在东半球， 

地震频度和地震能量随纬度的分布的中心点在 l5。N附近。通过调整 比例 ，可 以将 AE 分 

别与地震频度和地震能量绘在同一幅图上 ，得到图 9和图 10。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不同震 

级下限的地震 AE 随纬度的分布曲线形态与地震频度和地震能量之间符合得很好。在中心 

点附近，AE 与地震频度和地震能量之间存在偏离，这可能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全 

球地震样本不全，本文得到的地震频度和地震能量随纬度的分布只用 了百年左右的地震样 

本 ，百年的时间尺度只占了地震历史 的很短 的一部分 ，所得到的统计结果难免存在偏差 ； 

二是地球质量的局部不均匀性 ，本文是在地球质量均匀分布的前提下进行的分析，没有考 

虑地球质量的局部不均匀分布问题 。尽管全球地震样本不全 ，但不致于对地震活动的总体 

特征产生严重影响 ；尽管没有考虑地球质量的局部不均匀性，但这还不致于对 △E 的变化 

，
．

- 一 、 一)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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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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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产生很大的影响。 

、  

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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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度 。) 

图 9 全球不 同震级段地震频度与 AE 随纬度 的分布 

(a)Ms≥7．0；(b)Ms≥7．5；(c)Ms≥8．0；(d)Ms≥8．5 

— 90 -60 -30 0 30 60 

— 90 -60 -30 0 30 60 90 

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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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度／( 

- 60 -30 0 30 60 90 

图 1O 全球不同震级段 地震 能量 与 AE 随纬度的分布 

(a)Ms≥7．0；(b)Ms≥7．5；(c)Ms≥8．0；(d)Ms≥8．5 

从图 9和图 10可看出，AE 高的地区，地震多 ，地震能量也高 ，反之亦然 。看来 ，地 

震的发生很可能与地球 自转动能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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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块体就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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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引起 

地震 。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弹性碰撞 ，当两块体发生非弹性碰撞时 ，两 

块体的动能将会降低，地震释放 的能量就来 自于两块体碰撞后所损失的动能的一部分 。一 

般来讲，块体动能越大，碰撞后损失的动能也越多。这就是 ZXE 高的地区，地震多，地震 

能量也高的原因。 

4 结论 

通过对不同震级段和不同经度范围内的全球强震随纬度分布的分析 ，得到如下结果 ： 

全球强震主要分布在 35。S～65。N 之间，中心点在 15。N 附近 ，而非以赤道 为对称点 的分 

布；在西半球，地震主要分布在 45。S～15。N之间 ，中心点在 15。S附近 ；在 90。W～90。E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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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地震 ，主要分布在 40。S～4O。N之间，中心点在赤道附近；在东半球，地震主要分布在 

25。S～55。N之间，中心点在 15。N附近。 

在简化的均匀地球模型假定下，给出了潮汐引起的地球 自转动能变化随纬度 的分布。 

结果显示 ，潮汐引起的地球 自转动能变化随纬度的分布形态与地震随纬度的分布形态之间 

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说明地震的发生很可能与地球 自转动能有关。如果认为地震是 由于不 

同质量的地球岩石圈块体之间由于地球 自转速率的变化而发生相互作用引起，就可以很好 

地解释地球 自转动能与地震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地震成因的重大问题，值得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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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titude Distribution of Global 

Strong Earthquakes and its Interpretati0n 

CHEN Xue—zhong ，LI Yan—e ，ZHAO Xiao yan 

(I．Institute of Geophysics，CEA。Beijing 100081。China：2．Institut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Sanhe，Hebei 065201，China) 

Abstract：From analysiing the latitude distribution of M ≥ 7．0 earthquakes since 1 900 in 

the globe，it is found that M ≥ 7．0 earthquakes distribute mainly in the latitude range of 

35 S to 65。N．The central point iS at about 1 5。N，rather than at the equator．Earthquakes 

occurring in the longitude range from 0。W tO 1 8O。W distribute mainly in the latitude range 

of 45。S to 25。N with the eentra1 point at about 1 5~S．those between 90。W and 90。E distrib— 

ute mainly in the latitude range of 40。S tO 40。N with the central point nearly at the equa— 

tor，and those between O。E and 18O。E distribute mainly in the 1atitude range of 25。S to 55。 

N with the central point at about 15。N．Further，it is found that the 1atitude distribution 

of strong earthquakes in the world coincide with that of the change of kinetic energy of the 

earth orientation caused by the tide，suggesting that occurrence of strong earthquakes is 

related tO the kinetic energy of the earth orientation．The interaction(inelastic collision) 

between plates with different masses in the earth lithosphere will take place due to varia— 

tion in the velocity of the earth orientation，which could be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earthquakes．The inelastic collision could cause some losses of kinetic energy of the plates
．  

The seismic energy could result from the lost kinetic energy
．  

Key words： Global strong earthquake；Latitude distribution；Earth orientation；Earth 

lithosphere；Inter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