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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 Benioff应变释放和强震 

活动的周期性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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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亚洲地区强 震 Benioff应 变释放和周期性活动特征 ，本研究采用 了 1900--1999年 

的 IAsPEI百年 目录和 2000--2008年的全球 CMT 目录组成的混合 目录 ，分别考察了亚洲地 区 

1900--2008年 Mw 6．9以上强震的 Benioff应变释放时间演化 、深浅源地震的累积 Benioff应变 

线性偏离和 M 8．0以上强震周期性活动的 Rydelek—Sacks检验三方面内容 。结果表明 ，Benioff 

应变释放整体上大致存在 3O年左右的强弱起伏 ；深 、浅源地震的累积 Benioff应变线性偏离具 

有不同的周期性活动 ，其 中深源地震约为 4O年左右 ，浅源地震具有更 长的活动周 期；Mw8．0 

以上强震的发生存在 33±2年的周期性活动。作为结果的外推，亚洲地区未来 1O年的强震活 

动正处于以 1990--2020年为活动周期 的后 三分之一 阶段 ，应 变释放水 平相对 2000--2010年 

较低，可能与 1990—2O0O年的水平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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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亚洲是全球地震活动，尤其是浅源地震最为活跃的地 区之一。由于亚洲国家人 口密度 

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震害抗御能力低、震灾严重。据统计 ，1900--2005年全球发生的 1 

714次 M-'~7地震中，有 713次发生在亚洲 ，约 占全球的 41．6 [13。其 中 1920年 中国宁夏 

海原 8．5级地震 、1923年 日本关东 8．2级地震 、1976年中国唐山 7．8级地震 、1990年伊朗 

7．7级地震 、2004年印尼苏门答腊以北近海 9．0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2008年中国四川 

汶川 8．0级地震均造成数万至数十万人死亡。因此，对亚洲地区的强震活动特征和地震趋 

势预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 

在强震危险的趋势性判定研究中，对周期性特征的讨论是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 的研究 

内容之一，其研究结果对应对巨震灾害和减灾措施制定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国内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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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领域开展了广泛研究 ，例如，Mogi 。 对全球主要地震带强震活跃一平静状态 的交替 

性研究，RomanowiczE。 提 出的全球走滑型和逆 冲型强震的 20～30年周期活动假说等等。 

同时由于观测资料长度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围绕强震活动周期性研究仍存在诸多争论，例 

如，对美国加州帕克菲尔德的强震具有大约 22年周期性 的假说及其争论 等。国内学者 

对该领域也开展了大量研究 ，其中关注较多 的是中国大陆及周边强震活动周期【g 。_和活 

跃 平静状态划分 “ 等科学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也奠定 了中国大陆地震“大形势”研究 

的科学基础。 

为研究亚洲地区强震活动特征 、判定强震危险性趋势性 ，本研究将分别考察亚洲地区 

1900年以来的强震 Benioff应变释放时间特征和 Mw8．0以上巨大地震的周期性活动等 内 

容 。根据可能的强震活动周期划分，讨论亚洲地区未来十年的强震活动趋势。 

1 研究资料和亚洲地震活动 

获得长期和完备的地震 目录是进行强震活动特征和长期地震危险性分析的关键。现代 

地震观测能力的提高和地震观测资料 的不断累积，使得类似板块边界数十年尺度 的强震轮 

回过程等研究成为可能。 

Engdahl和 Villasenorl】 在国际地震学与地球 内部物理学协会(IASPEI)成立百年纪念 

之际推出了 19O0—1999年的 20世纪全球地震 目录(简称 IASPEI百年 目录)。IASPEI百年 

目录通过对多方来源的地震观测报告和地震 目录的收集整理 ，采用改进后的 ak135全球速 

度模型 1̈。 及其走时表进行重新定位。Engdahl和 Villasenorl1 还通过对不 同震级标度的分 

析研究 ，对 IASPEI百年 目录震级进行 了重新校正，并给出了统一的震级标度 M 。有现代 

观测仪器记录以来 ，公认较好的地震 目录当数哈佛大学从 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发表全球 

约 5．5级以上地震的矩心矩张量解(CMT)，哈佛 CMT的测定主要使用远震长周期体波资 

料和地幔波资料口 ，完整性震级约为 Mw5．5。自2006年起 ，哈佛 CMT 目录在全球矩心矩 

张量计 划 (Global CMT Project)下得 到进一 步拓展 ，并更 名为全球 CMT 目录 (Global 

CMT，http：／／www．globalcmt．org／CMTsearch．htm1)。全球 CMT 目录作为一种“现代地 

震 目录”已在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口 。本研究使用 了 19O0 1999年的 IASPEI百年 目 

录，并补充了2000--2008年以后的全球 CMT目录所结合而成的混合目录。 

对于 IASPEI百年 目录，Engdahl和 Villasenorl1 对 19()(]一 1963年历史时期的地震 目 

录分析表明，M 6．5以上地震记 录基本完整，而对于 目录中 1964 1999年的现代记录部 

分，Engdahl等 的研究表明，全球地震记录在 Mw5．2级以上是接近完整 的。对于本研究 

所采用的全球 CMT目录 ，完整性震级约为 Mw5．5。由图 1(a)给出的亚洲地 区 1900 2008 

年混合地震 目录的震级一频度关系分析表明，最小完整震级为 M 6．9。本研究在进行亚洲 

地 区强震应变释放研 究 中将采用 Mw6．9以上地 震。此外，由图 l(b)给 出的亚洲 地 区 

1900--2008年地震的深度分布可见 ，在 8O km深度上地震的深度分布存在明显不同，本研 

究将其作为亚洲地区浅源地震和中深源地震的划分界线。 

亚洲地区复杂的板块构造分布和相互运动 ，形成了全球最为显著的地壳减薄和增厚 

区。 强震活动也具有明显的分带性和分 区性 ，形成 了包括西太平洋岛弧俯冲型地震构造 

带 、印度尼西亚 岛弧俯冲型地震构造带 、喜玛拉雅碰撞型地震构造带、地中海地震构造带 、 

基尔塔尔一兴都库什剪切型地震构造带、天山一贝加尔破裂型地震构造带等板间型地震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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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亚洲地 区 1900年以来 强震完整性震级分析(a)和地震事件的深度分布 (b) 

造带，以及中国川I青滇、中国华北、中国祁连 山、中国东南 、印度、图兰等板 内地震构造 

区 。图 2给出了亚洲地区 1900 2008年期间 Mw6．9以上强震的震中分布和板块构造情 

况，由图可见，喜玛拉雅碰撞带和天山一贝加尔破裂带所 围成的“大三角”地区强烈活动的 

板内地震，和太平洋板块西 向俯冲、印度洋板块北东向俯冲等形成的大范围深浅源地震分 

布成为亚洲地区最明显的地震活动特点。 

图 2 亚洲地 区 1900年以来 M 6．9以上强震 的空间分布和板块构造 

图中灰色实线为板块边界(引自文献E2o3) 

g 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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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洲强震活动的 Benioff应变释放特征 

为定性地考察亚洲地区强震应变释放特征，本文使用 Benioff应变做为计算参量，对 

1900--2008年 以来 Mw6．9以上强震的 Benioff应变时间演化进行了分析。其中 Benioff应 

变 e的计算由矩震级 Mw的定义 。 。 和标量地震矩 M0与能量 E的经验公式 折算得到 

9 

Mw一 ÷lgM0—6．06 (1) 
0 

e一 ===、 (2) 

图 3(a)给出了亚洲地区 1900--2008年 Mw6．9以上强震 的 Benioff应变时间演化情 

况 ，计算中采用了 5年时间窗和 1年滑动步长 。由图 3(a)可见，应变释放存在约 3O年尺度 

的释放周期 ，其 中 19O0—1929年、193O一1959年、1960—1990年 、1990年以后的定性划 

分方式能够描述其基本的活动特征。图 3(b)给出了Mw6．9以上强震的M-t图，图中还用 

粗线标出了Mw8．0以上的强震 。 

图 3 亚洲地 区 Mw6．9以上强震应变释放特征 

(a)5年窗应变释放随时间的变化 ；(b)M-t图，图中黑色粗线对应 Mw8．0以上强震 

图 3(a)显示出亚洲地区的强震应变释放似乎存在一个特定时间尺度的周期性。为进一 

步考察亚洲地区的强震应变释放特征，这里采用Mento等 胡的分析方法，分别讨论深、浅 

源地震 1900--2008年期间的Benioff应变释放特征。Mento等口 对新马德里地震带的研究 

表明，该地区的应变释放率存在 3O～35年的周期，当前所处的状态可能预示震级至少为 

m 5．0～5．2地震发生的危险。在研究方法上，Mento等通过对累积应变线性拟合的偏离情 

况讨论地震应变释放可能的周期性特征 。 

以 80 km为深、浅源地震的划分界线，图 4(a)分别给出了亚洲地区 19OO一2O08年深 、 

浅源地震的累积 Benioff应变释放曲线及其线性拟合情况，图 4(b)给出了对线性拟合 的偏 

离情况。为计算 中使用更多的数据 ，这里采用了 2年窗计算 Benioff应变。由图 4(b)可见 ， 

浅源地震在 1900--2008年期间 Benioff应 变释放线性偏离可 能存在周期性 活动 ，其 中 

19O0—1940年、1985--2008年为弱释放阶段 ，194O～ 1985年为强释放期 ，强弱交替的时 

g

r／ 虹。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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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约为 90～100年。但由于这一周期与地震目录长度相等，结果并不可靠，仅能说明浅源 

地震 Benioff应变释放可能具有更长的活动周期。由图 4(a，b)可见 ，深源地震的活动强度 

远低于浅源地震 ，Benioff应变释放线性偏离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活动 ，但强弱交替的周期仅 

为 4O年左右，与图 3(a)给出的整体 Benioff应变释放周期大致相当。这种深、浅源地震活 

动周期上的不同可能是由于深源地震多发生在板块俯冲边界，相比板内碰撞与剪切变形等 

运动速率较快，造成了 Benioff应变释放速率不同所致。 

图 4 亚洲 地区 1900--2008年深 、浅源地震 的 Benioff应变释放特征 

(a)累积 Benioff应变及其线性拟合 ；(b)累积 Benioff应变 的线性偏 离情况 

3 亚洲 Mw8．0以上强震活动周期的 Rydelek—Sacks检验 

在亚洲地区强震活动周期性特征研究中，很重要的是对巨大地震可能存在的周期性活 

动的考察 。亚洲地区强震活动频繁 ，1900--2008年共发生 M 8．0以上强震 42次 ，其 中不 

包括由于目录和震 级标度不 同未被计算在 内的 2008年 四川汶川 Ms8．0地震。这里 以 

Mw8．0以上强震为研究对象，采用 Rydelek—Sacks检验方法f2 判断亚洲地区 Mw8．0以上 

强震活动是否真正具有特征的周期性 。 

Rydelek—Sacks检验最初是 由 Rydelek和 Sacks_2钉为检验地震 目录的完整性而提 出的 

一 种统计方法 。吴忠 将 Rydelek—Sacks检验方法用于强震活动 的周期性检验，并对 

RomanowiczE。 提出的全球地震中走滑型和逆冲型强震以20~30年的周期交替占主导地位 

活动的假说进行了讨论。 

强震周期性活动的 Rydelek—Sacks检验计算 ，实际上是将给定 的周期 T“归一化”为一 

个 24小时的时钟 ，每次地震在发震时间上就对应一个相位角 ，设定模为单位长度的单位矢 

量 ，按照发生的先后顺序，把所有的相位矢量相加，就得到总相位矢量 R。将随机情况下的 

R分布作为“零假设”并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由此，模大于R的总相位矢量的概率为 

(R)： exp(一R ／N) (3) 

式中，N是地震总数。如果地震 目录的总相位矢量的模 R超过某个临界值R ，那么所考虑 

的强震活动便具有相应的周期性。对于 95 的置信水平 ，理论上有 

hol×／罐堡 譬 茸0—8∞ 酶 

。_0【×／ 翅 ∞ 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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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一 1．73~／N (4) 

如果R≥R ，则可以认为强震受给定参考周期的调制。本研究中将参考周期时间分别 

设定为 7年 、8年、9年⋯⋯、41年 ，即考察地震 目录是否具有 7～41年的周期性。图 5、图 

6给出了各参考周期的相位矢量分布。由图 5、图 6可见 ，黑色圆圈标出的参考周期时间分 

别为 12年、14年和 31~35年的 Rydelek—Sacks检验中，连续 出现了 R≥Rc的情况 。这样 

的结果表明，在 95 的置信水平上 ，亚洲地 区 M 8．0以上强震活动分别存在约 13±1年 

和 33±2年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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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亚洲地区 1900 2008年 M 8．0以上强震活动周期性的 

Rydelek—Sacks检验(7～21年周期检验) 

丁对应为不同的参考周期时间，单位为年；图中圆圈的半径对应于 95 的置信水平 

下的临界半径 ，由线 为强震随机发生时的总相位矢量 ；如果总相位矢量 

超过临界半径 ，圆圈为黑色 ，否则为灰色 

对 比图 3可见 ，图 6给出的 Mw8．0以上强震 33±2年周期与 Mw6．9以上地震的 Be— 

nioff应变释放 30年左右周期基本一致 ，而图 5给出的 13±1年周期更多地是反映 33±2 

年周期活动内的涨落。 

4 结论和讨论 

强震活动频繁、震害严重的亚洲地区强震活动 Benioff应变释放特征和强震活动周期 

性特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分别考察了亚洲地区 1900--2008年 Mw6．9以 

上强震的 Benioff应变释放时间演化 、深浅源地震的累积 Benioff应变线性偏离和 M 8．0 

以上强震周期 性活 动的 Rydelek—Sacks检验 三方面 内容。研究 结果 表 明：① 亚 洲地 区 

1900 2008年期间 Mw6．9以上强震的 Benioff应变释放 大致存在 30年左右 的强弱起伏 ； 

② 深浅源地震的累积 Benioff应变线性偏离展示了不 同的周期性活动 ，其 中深源地震 Be— 

nioff应变释放周期约为 4O年左右，浅源地震 Benioff应变释放周期较长；③ Mw8．0以上 

强震的发生存在 33±2年的周期性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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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亚洲地区 1900--2008年 Mw8．0以上强震活动周期性的 

Rydelek-Sacks检验(22～41年周期检验 ) 

丁对应为不同的参考周期时间，单位为年，其他图注参见图5 

需要指出的是 ，本研究所用的地震 目录是 Engdahl和 Villasenorl1 给出的 19OO一1999 

年的 IASPEI百年 目录 ，以及补充了 2000--2008年以后的全球 CMT 目录的混合 目录。对 

于 IASPEI百年 目录中 1900 1956年的早期阶段部分 ，由于地震观测条件所限，地震震源 

参数尤其是深度上可能存在较大误差。此外 ，由于现代地震观测的历史有限，表面看起来 

的浅源地震 Benioff应变 90～i00年左右释放周期的结果并不可靠 ，仍需观测资料的进一 

步累积来证实和证伪。此外 ，在研究方法上 ，本研究对 Mw8．0以上强震周期性活动的研究 

中采用了 Rydelek—Sacks检验方法 ，Rydelek—Sacks检验原来是为检验地震 目录的完整 

性而提出，用于强震活动周期性检验是基于吴忠 良_2。]工作的推广应用。原则上 ，Rydelek— 

Sacks检验具有与其它统计方法一样的局限，即无法分辨优势周期确切的数值，只能考虑 

优势周期的大致大小l_2 。 

基于本研究给出的Benioff应变释放特征(图3和图4)的认识，作为现有结果的外推， 

亚洲地区未来 1O年(2009--2018)的强震正处于以 1990--2020年为活动周期中的后三分之 

一 阶段 ，即能量／应变释放水平相对 2000--2010年较低，可能与 1990--2000年的水平相 

当。 

本研究得到了中国地震局“全 国 7级地震与地震形势跟踪组”工作专项支持 ，相关研究 

方法得益于吴忠良研究员的指导，马宏生博士、周龙泉博士和邵志刚博士对本研究提出诸 



3期 蒋长胜等：亚洲地区 Benioff应变释放和强震活动的周期性特征研究 79 

多有益建议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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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ioff Strain Release and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Earthquake Activities in Asia 

JIANG Chang—sheng ，ZHAO Yi—zhe ，WANG Xing—zhou。 

(1．Institute of Geophysics，CEA，Beijing 100081，China；2．Management School，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AS，Beijing 100080，China；3．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of Anhui province，Hefei 230031，China) 

Abstract：In this study， Benioff strain release and the cyclical eharaeteristiCS of strong 

earthquake(Mw> 8．0)activities since 1900 in the Asian region are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 mixed cata1ogue。f the Centennial Catalogue edited by Engdahl and Villasenor and the 

global CMT catalogue．Temporal Benioff strain release using earthquake with Mw≥6·9， 

cumulative Benioff strain linear deviation using different source depths o±earthquakes and 

Deriodic Ryde1ek—Sacks test for Mw> 8．0 earthquake activity are analy 。d， 。 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n aproximate 30 years or less fluctuation of strengtn m the 

Benioff strain re1ease；cumulative Benioff strain linear deviation has different cycI cal act。V— 

ities。40 years for deep earthquakes and longer active for shallow earthquakes；and there s 

a 33~ 2 years of cyclical activity of M w> 8．0 strong earthquakes·As a resu t o±extrapola— 

tion，Asian region might be in a strong earthquake activity in the next 10 Years，0ccurr ng 

in the third stage of the 1990 tO 2020 cycle．The level of strain release will be lower than 

that from 2000 to 2010，and aproximately the same level with the period from 1990 t。 

200O． 

Key w。rds： Str。ng earthquake activity；Beni。ff strain；Peri。dic characteristics；Rydelek 

Sacks test；Asia reg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