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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2OO1年以来 2次 8级地震和 2OlO年 4月青海玉树M。7．2地震为例，分析了R 值在强震 

前后随时间和空间异常变化特征，同时对综合参量的预测效能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强震前 

R，值大都出现明显的异常降低过程。在地震综合参数异常和强震关系的研究中，利用地质构造块 

体约束研究的区域，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强震前后地震活动性异常特征的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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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970年以来，昆仑一巴颜喀拉块体上发生过 8次 7级以上地震，2001年 11月 14日昆仑山口 

西 8．1级地震和 2008年 5月 12日汶川 8级地震是我国 1970年以来发生的唯一两次 8级地震 ， 

这两次巨大地震全部发生在该地块内，由此表明，近年来该地块的地震活动水平异常强烈。这 2 

次 8级巨大地震分别发生在青藏块体内部的昆仑一巴颜喀拉块体的西侧和东侧的端部。 

闻学泽和张培震等(2008)在对 2008年汶川 8．0级地震发生 的历史与现今地震活动背景 

的研究 中认为 ：“从活动地块边界带的范围看 ，龙 门山断裂带 的大部分(中、南和中一北段)以及 

北邻的近 s N向岷江～虎牙断裂带(茂县、松潘、平武之间)和甘南的 NNE向文县一武都断裂带， 

应属于巴颜喀拉地块东边界的南段和北段 ，因而应具有相同的区域动力学背景，即在印度洋板 

块朝 NNE向挤入有欧亚板块，致使青藏块体隆升并向东南方向“挤出”时，受到华南块体的阻 

挡而在巴颜喀拉块体东边界产生长期的应变积累，单一的轮回的应变积累期可长达数千年，然 

后在数百年的强震和大地震的活动期中加以释放。”文章还明确指出：“1630年至今是巴颜喀 

拉块体东边界的强震和大地震的活跃期 ，由一个应变能的“预释放幕”(1630—1748年)和一个 

“加速释放幕”(1897年至今)组成 ，已持续近 400年。2008年汶川 Ms 8．0地震是发生在该“加 

速释放幕”的最近一次大地震。目前，暂时还看不出该“加速释放幕”在汶』II M 8．0地震后业 

已结束，故应注意巴颜喀拉块体东边界尚未发生 M ≥7地震段落潜在大地震的危险，如龙门 

山断裂带南段和东昆仑断裂带东段。”由此可见，目前昆仑～巴颜喀拉块体仍可能处于强地震活 

跃时段，在尚未发生 M ≥7地震的段落，存在发生强震的危险性。因此，利用近代地震目录， 

研究和考察该块体强震前中短期地震活动性异常特征，对于该块体强地震的中短期地震趋势 

研究和预测，具有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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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震活动性多参数综合状态参量 R 分析方法的改进 

1．1 地震活动性多参数综合状态参量 R 的定义的改进 

2006年本研究选择的地震活动性的单项预测因子仅为4项：其中有地震时间分布特征的 

描述量时间熵Q (平静、丛集等)、地震能量分布特征量 b值、地震平均震级 M值(缺震)、地震 

调制比R 。这4个参量除b值、缺震外，时间熵和调制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分别代表了地震 

活动的时间分布、震级结构、震级强度和外因调制作用的因素，可较全面的刻画地震活动性的 

主要特征(陆远忠等，1999；王林瑛等，2005；王林瑛等，2006)。在其后的预i贝4研究和实践中发 

现，在相关分析中，仅利用 4个样本计算相关系数仍存在样本过小的问题，计算结果的不稳定 

性仍然较强。研究地震活动性分析方法中，地震频次是常用的预测指标之一。因此，本研究在 

相关计算中加入了频次因子 ，将相关分析的预测因子补充为 5个 。本研究为了突出较大地震 

的权重，同时避免在地震频次统计中由于余震的删除时间和空问不合理导致的频次参量突变， 

地震活动频次 N在统计中，对震级较高的地震以较高的权系数，目的是突出较大地震频次的 

在统计量中的份量 。 

本研究取的5个预测因子具有不同的量纲，在综合状态参量R计算前，必须对上述五个预测 

因子进行无量纲和归一化，首先在计算出各项因子的时实值后，分别用各项预测因子的时实值与 

其最大值相除，将各项预测因子的时实值进行最大值归一化，让各项预测因子的时实值在 O一1 

之间变化。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改进是：为了减少 b值、缺震和频次以及其他预测因子之间存在 

的相关性，在异常特征的选取上，本研究进行了异常特征的筛选：①6值≤平均值，则 b值一时实 

值，否则 b值一平均值；②N值≥平均值，则 N值一时实值，否则 N值一平均值；③缺震值≤平均 

值，则缺震值一时实值，否则缺震值一平均值；④时间熵 Q≤平均值，则 Qf值一时实值，否则 Q 

值一平均值；⑤调制比R ≥平均值，则R 值一时实值，否则R 值=：=平均值。 

经过上述限定后，各项预测因子所反映的异常特征为：频次 N值高反映的是较大震级的事 

件频次增加，b值低反映的是较大震级的事件比例增加，与地震释放的强度和速率增大有关；缺震 

值低反映的是较大震级的事件明显减少，地震释放速率显著降低，显现闭锁特征，与地震释放的 

强度和速率减小有关；时间熵 Q值降低反映的是地震在发生时间上随机性减弱，表明某特定构造 

部位的地震活动在发生时序上受到抑制或者激发；同样，调制比的增高，是地震发生在应力背景 

增强的环境下，对外力扰动因素的敏感程度增强。上述异常特征具有相对较好的独立性。采取 

上述行限定条件后，R值异常的显著性和正常背景变化的稳定性明显增加。从上述选择条件上 

看，如果各项预测因子满足上述各自的选择条件，则分别等于各项因子相应的均值，由此计算的 

综合参量R值为 1，如果某项预测因子不满足上述各自的选择条件，则分别为各项因子相应的实 

际值，由此计算的综合参量 R值随预测因子偏离平均值的程度的增加而减小。 
5 

∑( 一 )(z 一一xi) 
R．一 

式中， 为不同预测因子的总体平均值，Y 为不同预测因子的实测值，z 和Y 为时间的变量，由 

于选择了预测因子为 5个 ，i为 1，⋯ ，5。 

该方法的优点是，利用一个相关参量既可较客观地把握地震活动对平均水平总体偏离的 

异常特征，明显改善了单项预测因子预测效能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降低了多项预测因子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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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判断的复杂性，分析结果简单明了，对区域地震活动所处的总体状态可作出较客观的定量 

描述。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预测因子的选择也可根据研究区地震活动的具体特征进行筛选，本 

研究选取的因子仅供参考 ，选取的原则是预测因子应具备一定的独立性 。 

1．2 预测检验方法 

检验预测效能的方法，分别为综合考虑漏报率和虚报率的R值检验。考虑漏报和虚报的 

R检验简称为R值评分，其计算公式为 

R一1 虐 一 塑 r 9 
一 发出预测的总次数 应预报总次数 

式中，R值预测评分最高为 1，最差为一1。 

异常指标达到后 的发震条件概率 ：P一‘(n+1)／(N+2)；n为异常出现后发生地震 的次数 ， 

』＼，为异常出现 的总次数 (张天中等，1999)。 

研究分析的基础数据取自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提供的《全国地震 目录》。地震目录时问长 

度为：1970年 1月至 2010年 8月，余震排除原则采用 Keilis—Borok的余震判别标准，但对于8 

级以上地震，考虑到2008年汶川地震的余震达到 300 km以上，因此对汶川 8级地震根据余震 

区的分布范围进行了余震排除。 

2 地震活动性多参数综合状态参量 R 在强震震例分析中的应用 

2．1 地震活动性多参数综合状态参量 R 时间变化特征的分析 

2．1．1 1970年以来昆仑 巴颜喀拉块体 Ms 7以上地震震例分析。徐锡伟和闻学泽等(2008) 

在对巴颜喀拉块体东部龙 日坝断裂带及其大地构造意义的研究中认为：“巴颜喀拉地块是青藏 

高原中东部被向东昆仑断裂带和甘孜一玉树 鲜水河断裂带、NE向龙门山断裂带中Ir南段和近 

南北向岷江断裂带围限的构造域 。”参照上述描述，本研究 以上述构造带附近为本研究选取 的 

范 围。图 1为 1970年以来昆仑一巴颜喀拉块体的 3级以上地震震 中分布图。本研究选取 1978 

年以来昆仑一巴颜喀拉块体的3．8级以上地震 ，以 540天(约 1．5年)时问窗和 3O天滑动， 算 

了该块体综合参数R 值的时间变化，图 2为 1978年以来昆仑 巴颜喀拉块体的 3．8级以上地 

震的地震综合参数R 值时间变化曲线。选择起算时间为 1978年，因为 l977年以前对昆仑一 

巴颜喀拉块体西侧的地震观测能力有限。 

图2可见，1978年以来，昆仑一巴颜喀拉块体发生 M 7以上地震 6次。除 1981年 1月四 

川I道孚 M 7．0地震前综合参数从异常降低到恢复直至发震时间相隔 3年半外，其他 5次 7级 

以上地震前 3年内均有显著 的低值异常出现 。可见 ，地震活动性 出现对平均背景水平 的较大 

偏离时 ，即 尺 ≤0．58时，其后可能发生 M 7以上地震。7级地震发生前 ，地震活动主要异常 

特征为强度增强、地震频次逐年增高、调制比处于高值状态。 

对于 7级 以上大震 ，昆仑一巴颜喀拉块体整体表现出中小地震活动易受调制和强度和频次 

的明显增强现象。当R ≤0．59后，预测该块体 3年内可能发生 M ≥7地震的条件概率为 

P一(5+1)／(6+2)一0．75，R一1一漏报(1／6)～虚报(1／6)一0．67。 

2．1．2 2008年 5月 1 2日四川I汶川 M 8．0地震震例分析。上述研究结果是对昆仑 巴颜喀 

拉块体整体地震活动性分析的结果，如果发现该块体地震活动出现异常，只能对该块体内 

部可能具有发生强震的时间和强度做出中期预测，但是由于块体东西长度在两千千米左右，所预 

测的危险区范围太大，局部发震地区仍无法判断。为此本研究专门对发生汶川 8级地震的昆仑一 

巴颜喀拉块体 100。E以东地区(图 1中B区)，作为汶川 8级地震的研究区，取 1972至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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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0地震，分析时间窗 365天，滑动 3O天，计算了综合参量的时间变化，计算结果见图3。图 

3显示，1974年后，汶川地震研究区内曾发生4次Ms≥6．6地震，当地震综合参量接近1时，变化 

基本平稳，大多无 Ms≥6．6地震发生；但当R值≤o．60后，3年内Ms≥6．6地震发生的危险性明 

显增加，汶川 Ms 8．0地震前，R值低值异常明显。由图3可见，R≤0．60可作为汶川地震研究区 

内地震活动处于非平稳状态的判别标志，预测 3年内发生 Ms≥6．6地震的条件概率为P一 

(5+1)／(5+2)一0．86，R一1一漏报(0／4)一虚报(0／5)一1．0。研究区域缩小为汶川地震附近的 

局部区域，预测的震级降低，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地震命中率和发震概率。 

84o RRo 92o 96o 100o 1n40 108~E 

88。 92。 96。 lO0。 lO4。 1O8。E 

图 1 昆仑一巴颜喀拉块体 1970年以来 3级以上地震震中分布 

A区：玉树地震研究区，B区：汶川地震研究区 

Fig．1 Epicenter distribution of earthquakes with magnitude> 3．0 in Kunlun-Bayan Har block since l970 

l 0 

O 8 

0．6 

0．4 

0．2 

0．0 

— 0．2 

04 
1 

1．0 

0．9 

0．8 

0．7 

O 6 

O S 

0．4 

1977 1982 1987 1992 1997 2002 2007 2012 

t／矩 

图 2 昆仑一巴颜喀拉块体 1978—2O1O年地震活动 图 3 汶川地震研究区域 1972—2olO年地震活动 

综合状态参量R值随时间变化曲线 总体状态参量 R值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2 Temporal variation curve of synthesized seismicity Fig．3 Temporal variation cui~e of synthesized seismicity 

parameter R￡in Kunlun-Bayan Har block from parameter R￡in Wenchuan earthquake research 

1978 to 2010 region from 1972 to 2010 

2．1．3 2010年 4月 14日青海玉树 Ms 7．3地震震例分析。2010年 4月 14日青海玉树 

Ms 7．3地震是近几年发生的灾害巨大的地震。本研究选取昆仑一巴颜喀拉块体中部(94。E一 

99。E)作为青海玉树地震研究区(图1中A区)，取 1978年至 2010年M ≥3．0地震，分析时间 

窗 3年，滑动 3O天。图4为青海玉树地震研究区地震活动状态参量 R时间变化曲线。从图4 

可见，该研究区1978年以来曾发生3次 6．0以上地震，当R ≤O．64时，发生 Ms 6．0以上 

地震的危险性明显增加。因此，可将 R ≤0．64可作为该区地震活动处于非平稳状态的判别指 

标，预测 1—2年内发生 Ms≥6．0地震的条件概率为 P一(3+1)／(4+2)一0．67，R一1一漏报 

(0／3)一虚报(1／4)一0．75。该区2006至2007年出现的显著低值异常很可能与玉树地震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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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7级以及汶川 8级地震孕育对该地区场 

上地震活动 的影 响有关 。图中明显 可见，当 

综合参数接近 1变化基本平稳 ，则无 6级 以 

上地震发生，当综合参数显著降低后，6级以 

上地震开始明显活跃 。 

2．2 地震活动性多参数综合状态参量 R 在 

空间扫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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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效能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以往大多地震 seismicity parameterR in Yushu earth 

活动参数时空扫描分析中，多以空间分布的经 ke re ea “北g旧川rO 幻 川 

度和纬度范围为约束，对研究区进行地毯式全时空的扫描计算，由于没有地质构造因素的制约， 

地震活动长期稀少地区和无任何地质构造条件的地区全部参与计算，导致随机涨落的变化也参 

与其中，因此在跟踪分析中，混入了大量与中强地震发生无关联的涨落变化，使得异常信息出现 

大量的虚报现象。为了加强地质构造因素的制约，本研究增加了以地质构造线为扫描中心点的 

计算方法，以现有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邓启东院士课题组提供的中国大陆活动断层数据为基 

础，约束研究区域的构造意义，降低扫描计算结果的不稳定性和随机涨落的因素的影响。 

图 5中(a)，(b)，(c)，(d)为全国西部(东经 110。以西)以活动构造为扫描 中心点计算的综 

合状态参量R 值时空扫描分布图。空问的扫描时间窗长 2年，滑动窗长 3o天，扫描半径≤ 

250 km，震级下限M ≥3。图 5中蓝色点为综合状态参量 R 值正常值，橙色和红色点为异常 

值。，黑色点为其后 1年内发生的 M ≥6．0地震。图5(a)可见，在 2001年 11月昆仑山口西 

8．1地震前 1年(1995年 11月--2000年 11月)，在 8．1级地震 的西北部存在明显 的低值异常 

区。图 5(b)为昆仑山 口西 8．0地震前后 (2001年 11月一2003年 11月)，在青 藏高原沿巴颜 

喀拉地块和北部边界出现大范围的低值异常区，异常区域分布与构造快体关联密切，可能与昆 

仑山口西 8．0地震后的应力场转移趋势有关[图 5(b)]。图5(c)可见，2008年 5月汶川 8．0 

地震前半年左右(2005年 1o月～2()O7年 10月)，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地块和其北部边界出现 

大范围的低值异常区基本消失，异常区收缩到龙门山断裂带的西北部。图 5(d)可见，2006年 

5月一2OO8年 5月，低值异常区明显集中在龙门山断裂及附近地区。图 5(e)为 2010年 4月 

玉树 M 7．2地震前 1年左右(2008年 3月一2O10年 3月 )的综合参数异常空间扫描图，在玉 

树地震的西北部再次出现明显的沿弧形构造分布的低值异常区。从地震综合参数异常分布图 

的时间动态跟踪 中发现 ，中强地震很少发生在异常区的中心部位 ，而是多发生在异常区的边缘 

或附近。中强地震前异常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一般具有空问和时间分布的连续性和逐渐向未 

来震中取区附近逼近的演化过程。图 5(f)为 2008年 9月 2010年 9月的综合参数异常空间 

扫描图，在此时段内，玉树地震前的大范围低值异常区明显缩小，龙门山断裂带综合参数异常 

消失。从空间扫描中发现异常的可能区域，结合时间过程同步跟踪及判断异常与地震发生之 

问关联性同时进行预测效能检验，可以有效地提高预测的可信度。 

3 结论 

(1)从对昆仑一巴颜喀拉块体整体和分区地震活动性分析的结果看，地震活动综合参量 R 

值异常降低的变化特征，可作为区域中强震发生危险性的预测依据。某地质构造块体局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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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震活动如果明显偏离背景活动水平，则中强震发生的危险性可能增强 ，地震综合参量 的预 

测效能优于单项预测因子。 

图 5 全 国大陆 西部地区的地震活动综合状态参量 R 值异常点空l司分布 

(以活动构造为扫描中心点，蓝色点为的综合状态参量 R 值正常值，橙色和红色点为异常值(R ≤ 

0．5O)，黑色点为其后 1年内发生的M【 ≥6．0地震) 

Fig．5 Anomalous point distribution of synthesized seismicity parameter R in west continent of China 

(2)以构造位置约束综合状态参量的空间扫描的区域，可降低少震和无震区地震样本过少 

导致的计算结果的不稳定性。地质构造约束的区域地震活动性异常与中强震的发生关联更为 

密切，强震前后地震活动异常特征的重现性也较为突出。由于在异常特征提取上注意了异常 

特征的独立性，改进后的总体状态参量 R 值所描述的地震活动特性在平稳段和活跃段具有较 

显著的差异，地震活动平稳段综合参量值接近 1，活跃段则数值明显降低。 

(3)中强地震前异常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一般具有空间和时间分布的连续性和演化过程。 

空间扫描和时间过程的综合分析，时间变化与地震发生之间关联性综合分析，可有效地筛选有 

效预测信息和提高预测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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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震活动基本参数的选取 ，可根据研究 区具体 的特点 ，选择独立性和预测效能好的预 

测因子，王琼等(2008)据此思路研究了新疆不同地震带的地震综合参数，每个带基本预测因子 

的选择与本文并不完全相同，也取得了较好的预测结果。原则上参与相关计算的预测因子一 

般选取 4个以上，因为相关计算样本太少也会对计算结果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合理性是指预 

测因子之问的物理关联，独立性是指各预测因子之间的独立贡献，满足预测因子的合理性和独 

立性对整体地震活动特征的把握会更客观和全面。 

(5)本文更注重研究分析的思路，在目前单项观测方法异常分辨率有限的条件下，异常的 

群体特征分析是提高预测效能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选择预测因子上，甚 

至可以选取不同学科的预测参量作为基本参量，如：测震、形变、应力、重力、电磁和水化测项等 

信息参与分析，可能会具有更好的独立性，可更为本质和全面地把握中强震孕育和发生的物理 

过程，有效地增加地震预测判断依据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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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of Liaoning Province，Shenyang 110034，China 

Abstract 

Eight earthquakes with magnitude equal to 7 and more have occurred within the Kunlun-Bayan 

Har block since 1970．It reveals the exceptionally severe earthquake activity in the block in recent 

years．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bnormaI variation in the seismicity of the block． 

a synthesized seismicity parameter is introduced to generally depict the state of earthquake activity， 

denoted by 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 before strong earthquakes in the block is examined sys— 

tematically．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cial distribution of R￡is obtained by taking a point on a 

tectonic fault as the center of the scanning region．In this study the two earthquakes with Ms 8．0 or 

over and the 7．1 Yushu earthquake in Qinghai，China on April 14，2010 are taken as the exam 

ple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cial and temporal abnormal variation in Rr value showing 

before the occurrence of them，and the effect of prediction of R，value iS tested．The results show 

that Rf value decreased obviously prio to the three events．W hen the tectonic block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region i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 value and strong earthquakes，the repro— 

ducibilit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bnormal seismicity prior to the occurrence of the strong earth— 

quakes can be seen clearly． 

Key words：the Kunlun—Bayan Har block，the synthesized seismicity parameter，test of the 

effect of predi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