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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印尼苏门答腊 Mw 9．0地震前地震 

活动增强现象及其与地球 自转的关系 

陈学忠，李艳娥，王恒信，郭祥云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选取 2004年 12月 26日印尼苏门答腊 Mw 9．0地震的余震分布空间范围为研究区域，该区域位于缅甸小 

板块中部 ，纬度范围为 2。N～15。N．根据 USGS地震目录，研究了 2004年印尼苏门答腊 M 9．0地震前地震频次的 

时空变化 ，并分析了地震活动与地球 自转的关系．结果显示 ：1)在余震区域范围内，地震频次自2000年开始出现了 

明显的上升趋势变化，反映了地震活动的增强过程，临近地震发生前 ，地震频次有一定幅度的回落；2)通过地震频 

次空间扫描，发现震前在震中附近区域地震活动增强显著；3)在 1990～2004年的 15年 中，单位时间内发生的地震 

数在地球 自转季节性变化减速时段与加速时段之比值 rd 在震前出现明显的上升过程：1998年～2002年 rda缓慢上 

升，2002年底 rd 快速上升达最高值，之后， 呈现下降趋势 ，直至苏门答腊 MⅥ，9．0地震发生 ；4)2000年 1月～2004 

年 11月间，在纬度 1。N～7。N的空间范围内的震中附近地区，5．5级以上地震都发生在地球自转季节性变化减速 

时段内；5)地震活动累积年频次相对于其长期平均值的变化量 △N与地球自转“十年起伏”变化关系表现为地球 自 

转减速时 △N上升，地震活动增强，加速时 AN下降，地震活动减弱．这些现象并非偶然，可能预示着地球 白转减速 

与苏门答腊 Mw 9．0地震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些结果对地震孕育过程的认识和地震预测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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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hancem ent of seismicity before the 2004 M w 9．0 Indonesia 

Sumatra earthquak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earth rotation 

CHEN Xue—Zhong，LI Yan—E，W ANG Heng—Xin，GUo Xiang—Yun 

Institute of Geophysics，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The region where the aftershocks O the December 26· 2004 Indonesia Sumatra 

earthquake of M w9．0 are distributed iS selected for research in this spaper． It i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M yanmar plate，with a latitude range from 2。N to 1 5。N．The data of the 

earthquake catalogue pubulis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is used to study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of the earthquake frequency before the 2004 M w 9．0 Indonesia 

Sumatra earthquake， an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ismicity and the earth 

rotation．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1) A very clear gradually increasing variation of the 

earthquake frequency within the region of aftershocks began from 2000，reflecting the enhanceing 

process of the seismicity．The earthquake frequency decreased to a certain extent prior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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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nency of the main shock． 2) Through the spacial mapping analyse of the earthquake 

frequency ，it is found that a significant increasing region of seismic activity was located near the 

epicenter before the main shock．3)The rd value，defined as the ratio of earthquake number 

cuurring in a unit time in the deceleration period of the earth rotation to that in the acceleration 

period of the earth rotation，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efore the Mw 9．0 earthquake． It increased 

slowly from 1998 to 2002，and reached to the maximum at the end of 2002，and then decreased 

until the occurrence of the main shock．4)The M ≥5．5 earthquakes occurring in the region with 

latitude range from oN to 7。N near the epicenter almost all happened in the deceleration period of 

the seasonal change of the earth rotation．5)W hen it iS in the deceleration period of the seasonal 

change of the earth rotation， △N ， defined as the deference between the cumulative annua1 

frequency of seismic activity and its mean， increases，which shows that the seismic activity 

enhanced．W hen it iS in the acceleration period，△N decreases，and the seismic activity becomes 

weak．This phenomenon is not accidental，maybe reveals the relation of the Mw 9．0 Indonesia 

Sumatra earthquake to the deceleration of the earth rotation．These results are valuable to US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arthquake pregnancy and researching earthquake prediction． 

Keywords M w 9．0 Indonesia Sumatra earthquake，Seismicity，Earth rotation 

1 引 言 

对板内大地震发生前地震活动变化的分析表 

明，大地震前地震活动往往出现增强过程，有的出现 

在未来大地震的震中及其邻近地区，有的则出现在 

更大的范围内，而在未来大地震震中及其邻近地区 

无 明显增强显示 ，这种地震活动的增强一般不延续 

至大震发生l1]．对于板块边缘发生的大地震，震前地 

震活动是否也存在增强过程?如果存在，其特点是 

什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很有限．2004年 12 

月 26日印尼苏门答腊 Mw9．0地震震中位于亚欧地 

震带东段 ，发生在印度一澳大利亚板块和欧亚板块 

交汇部位的安达曼弧构造带上 ，是一次典型的板缘 

地震．本文将对这次大地震前地震活动进行分析，同 

时，结合地球自转速率变化，分析地震活动与地球自 

转速率变化之间的关系． 

对于一组不同大小的地震，其强弱可以用 b值、 

地震能量、本尼奥夫应变、地震频次等参数来表示．b 

值描述的是大小地震之间的比例，如果较大的地震 

比较小的地震相对多，则 b值低，反之，则 b值高．一 

般情况下 b值低表示地震活动性强，但是如果相对 

小的地震减少也可以使 b值降低，这种情况下地震 

活动性并没有增强或显著增强，因此 b值并不是一 

个描述地震活动性强弱的有效参数．由于地震能量 

和本尼奥夫应变受较大地震的影响很大，它们都过 

于强化较大地震的作用．从实际地震活动现象中，我 

们注意到地震活动性增强往往表现为一定震级范围 

内地震活动的群体性特征，地震频次是描述这种群 

体性特征的一个参数，因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选取 

一 定震级范围的地震频次来描述地震活动性 的 

强弱． 

2 研究区域与资料 

对于地震活动性研究来说 ，研究区域 的选取十 

分重要，选取不同的区域，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本 

文着眼于余震区震前的地震活动变化，因此选取余 

震区为研究区域．2004年 12月 26日印尼苏门答腊 

Mw9．0地震发生在印度一澳 大利亚板块 和欧亚板 

块交汇部位的安达曼弧构造带上，这里是巨型板块 

的分界地带，板块在这里汇聚，印度一澳大利亚板块 

向欧亚板块下方俯冲引起逆冲型地震．这一带强震 

活动十分频繁，是亚欧地震带的一部分．本文选取 

2004年 12月 26日印尼苏门答腊 Mw9．0地震的余 

震分布区作为研究区域，即图 1所示的 2。N～15。N 

纬度范围． 

本文根据美国 USGS公布的全球 4级以上地 

震 目录，选取了1990年 1月一2O04年 11月的地震 

目录．地震目录的完全震级 M0通常是根据 G-R关 

系曲线确定的，图 2中给出了不同时间段地震目录 

的G-R关系．图 2a为 1990年～2004年 O-R关系， 

曲线的拐点大致在M一4．3处，完全震级 M。一4．3． 

但在 1990～1994年间C-R关系却显示出较高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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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4年 12月 26日印尼Mw9．0地震前余震 

分布范围内M≥4．5地震频次随时间变化 

(水平实线“一”表示平均值，水平虚线“一一”为 1倍均方差范围) 

Fig．3 The number of the M≥ 4．5 earthquakes in the 

region of aftershocks before the Mw 9．0 Indonesia 

Sumatra earthquake on December 26， 2004 (the 

horizontal solid 1ine“一 ”denotes the average value，and 

the horizontal dotted line“————”the standard deviation) 

图4 2004年 12月 26日印尼Mlw9．0地震前余震 

分布范围内M≥5．0地震频次随时间变化 

图5 2004年 12月 26日印尼M 9．0地震前余震 

分布范围内M≥5．5地震频次随时间变化 

(水平实线“一”表示平均值，水平虚线“一一”为1倍均方差范围) 

Fig．5 The number of the M≥ 5．5 earthquakes in the 

region of aftershocks before the 凡 9．0 Indonesia 

Sumatra earthquake on December 2 6， 2004 (the 

horizonta1 solid line“一 ”denotes the average value．and 

the horizonta1 dotted line“一 一”the standard deviation) 

震前地震活动出现了增强过程．为了分析地震活动 

增强与主震发生在空间上的关系，利用在 2000年 

12月一2O04年 11月 间发生 的 M≥ 4．5地震 ，取 

1。×l O的空间窗，0．o的滑动步长，进行空间扫描，可 

以得到地震频次的空间分布图象，如图6所示．图中 

显示，此期间出现了A、B、C三个热点区域，即，地震 

活动水平相对高的区域．C区范围最大，且其长轴方 

向与当地地质构造一致，苏门答腊 Mw9．0地震就发 

生在 C区内．也就是说，震前数年，在震中及其附近 

不太大的区域内地震活动增强最为明显． 

4 地震活动与地球 自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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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_3]，不少研究涉及地震活动与地球 

自转的相关性 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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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转减速有关，而有的地区则与地球自转加速有关． 

2004年 12月 26日印尼苏 门答腊 Mw9．0地震前 ， 

余震区内地震活动与地球自转之间是否存在相关 

性，是我们十分感兴趣的问题，下面将对这个问题进 

行一些分析． 

4．1 地球 自转速度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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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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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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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十年起伏”．大 

气环流和固体潮等可引起 日长的季节性变化，而短 

周期变化主要是由大气的高频震荡和潮汐波动引起 

的L2 ．也有研究表明，地球自转速率季节性变化主 

要是由于太阳辐射光压在南、北半球表面上不平衡 

分布造成的『2 ]． 

目前，地球 自转速率变化可以被精确观测到． 

IERS(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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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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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其意义是相对于标准日长的变化量． 

图 7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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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 一一 一一 椭 埔 ～ 一一～一一一 一 O 目 e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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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地球 日长季节性变化与印尼苏门答腊 

Mw 9．0tt!~震前余震区内发生的地震 

曲线表示地球 自转日长变化；竖直线表示 

余震区内发生的M≥5．3地震 

Fig．8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the Earth S LOD and 

the earthquakes ocurring in the region of aftershocks 

before the ，9．0 Indonesia Sumatra earthquake 

The curve denotes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the Earth S LOD ； 

The vertical line denotes the M ≥ 5．3 earthquakes in the region 

of aftershocks 

图 9 随时间的变化 

水平实线“一”表示平均值，水平虚线“一一”为 1倍均方差范围 

Fig．9 The variation of rd value with time 

The horizontal solid line“一 ”denotes the average value．The horizontal 

dotted line“————”denote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的计算是根据发生在地球 自转减速期和加速期 

单位时问内的地震数．计算中影响 rda的因素主要有 

两个方面 ：一是地球 自转减速时段 和加速时段各 自 

所占的时间长短；二是地震个数．一般来讲，地球自 

转减速时段和加速时段所占的时间长短大致是相同 

的，但略有偏差．如果在计算时使用单位时间内发生 

的地震数，就可将偏差的影响扣除．由于地震要么发 

生在减速时段，要么发生在加速时段，假如地震随机 

发生，可由二项式分布，计算 值的随机概率． 值 

的随机概率与样本有关．如果样本量为 3，那么(2， 

1)分布的概率最大，这种情况下计算得到的rda值为 

2．0或 0．5．如果样本量为 10，则(5，5)和(4，6)分布 

的概率最大 ，因此 ， 值为1或0．7或1．5．即样本 

— 日．}， d=2．0 
— *+r d 3．0 
}r 4．0一 

L =5．o 

一

套 
日eee 日日日 

J、『 

图 1O rda值的随机概率与样本数的关系 

Fig．1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ndom probability 

of d value and the number of samples 

地簇数 

图 11 计算 rda值时的地震数统计 

Fig．1 1 The statistics of earthquake number 

used for rd8 value calculation 

量增大时，相同的 值的随机性减弱，或者说具有 

同样随机概率的 rda值会减小．图 1O中给出了 值 
一 2．0、3．0、4．0、5．0的随机概率与样本量的关系． 

可以看出，当样本量大于 50时 ，这些 rda值的随机概 

率已经很小了．图 11给出了在计算图 9中的 值 

时所用的地震数的统计结果．对所 有的 值，在计 

算时，样本量都在 50以上，所以，2002年底以后 rda 

值位于 2以上，其随机性非常小，结果可信度高，反 

映了地球自转减速对地震活动的控制作用． 

图 12中给出了2000年 1月～2004年 l1月印 

尼苏门答腊Mw9．0地震余震活动区域内，发生在地 

球自转季节性变化的减慢时段与加快时段内 M≥ 

5．5地震的震 中分布．可以看出，在印尼苏门答腊 

Mw9．0地震震中附近，纬度在 1。N～7。N的空间范 

围，这段时间内几乎全部 M≥5．5地震都发生在地 

球白转季节性变化的减速时段内．从 2000年 1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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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2011年 日本本州 9．0地震前余震分布区域内 随时间的变化(3年时间窗，6个月滑动) 

(a)M≥ 5．0，(b)M≥5．5 

Fig．18 The variation of d value with time for the region where aftershocks are distributed before 

the Mw 9．0 Japan Honshu earthquake(time window：3 years，sliding step：6 months) 

图 19给出了2000年 1月一2010年 12月发生 

于地球 自转加速时段和减速时段 M(5．5地震 以及 

2011年 3月 11日本本州 M 9．0地震的 M(5．0余 

震震中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这 11年中，仅在 

2007~2008年间，在 2011年日本本州 Mw9．0地震 

震中附近及其西南一带地区的地震全部发生于地球 

自转季节性变化的加速阶段(图 19d)． 

根据图 7中给出的地球自转月尺度的季节性变 

化情况，在 1年以上的整年时间里，加快和减慢所占 

据的时间大约是差不多的．如果地震随机发生的话， 

发生于地球自转加速时段和减速时段内的地震应该 

交替出现．因此，在 2OO7—2008年间，在 2011年 日 

本本州M 9．0地震震中附近及其西南一带地区的 

地震全部发生于地球 自转加速时段的现象说明，震 

前这个地区存在 M(5．5地震的发生受到地球自转 

季节性加速变化的控制． 

图 19f为 2011年本州 M 9．0地震的 M≥5．0 

余震的震中分布，将图 19d与之进行对比，可以看 

出，在 2007--2008年间发生在 2011年 日本本州 

Mw9．0地震震中附近及其西南加速时段 内的地震 

全部位于余震区内，也就是这些地震的发生在空间 

上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与未来大地震的余震区 
一 致，因此，可以认为它们和未来大地震发生之间存 

在 内在联系．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 2004年 12月 26日印尼苏门答腊 Mw9．0 

地震前余震分布区域范围内地震活动性及其与地球 

自转之间关系的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1)地震频次随时间变化显示 自2000年开始地 

震活动出现了明显的增强过程，临近地震发生前，有 

一

定幅度的回落． 

2)地震频次空间扫描结果显示，这种地震活动 

增强主要发生在震中附近区域． 

3)根据地球 自转季节性变化减速时段的地震发 

生频率与加速时段的地震发生频率之比值 rda随时 

问的变化可知，ra 在震前经历了明显的缓慢上升一加 

速上升一下降过程，2002年底加速上升到最高值．震 

前 2年，rda呈现从最高值处下降的趋势变化形态． 

2002年底以后 值位于 2以上，其随机性非常小， 

结果可信度高，反映了地球 自转减速对地震活动的 

控制作用． 

4)在印尼苏门答腊 M 9．0地震震中附近的纬 

度(1 ON一7。N)范围内，2000年 1月一2OO4年 11月 

间几乎全部 M≥5．5地震都发生在地球 自转季节性 

变化的减速时段内． 

5)累积地震年频次相对于长期平均值的变化 

／xN与地球自转“十年起伏”变化关系表现为地球 自 

转减速时 AN上升，地震活动增强，地球 自转加速时 

△N下降，地震活动减弱。 

根据上述结果，可以认为 2004年 12月 26日印 

尼苏门答腊M 9．0地震前，其余震区地震活动具有 

增强过程，且这个地震活动的增强过程与地球 自转 

减速有关 ，由于地球 自转减速 引起 了地震活动 的增 

强．也就是说，在苏门答腊 Mw9．0地震前出现了地 

球自转减速使地震活动增强的现象，这个现象不仅 

对理解地震孕育过程具有意义 ，而且对地震预测研 

究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目前地震成因仍然是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对 

于地震成因，目前公认的主要是板块构造理论和弹 

性回跳学说，这也是目前地震预报研究的两大理论 

支柱．板块构造理论可以成功地解释板块边界发生 

的强震，但对板块内部发生的强震很难解释．弹性回 

跳学说是 1910年美国地震学家里德(Reid)根据对 

1906年4月18日美国加州 旧金山地震前后横跨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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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地壳上所能确定的巨型构造体系都具有一定 

的方向性，决定地壳运动方 向的因素不是地球 自转 ， 

而是地球 自转速度的变更_2]．板块构造学说的基础 

是魏格纳提出的大陆漂移学说，虽然它主要是建立 

在硅铝层和硅镁层的比重不等、若干大小陆块现今 

边缘形状的相符性、古气候带地位的改变和陆上古 

动物群及古植物群分布情况等等事实的基础之上， 

而对于使大陆分裂和移动的原因，魏格纳还是把其 

归根于地球的自转．如果认为地震是地壳构造运动 

的产物，那么地震与地球 自转之间的关系就不难理 

解．马宗晋院士也认为地球 自转速率变化可能是地 

震活动的一种主要的动力来源[3]． 

至于地震前发生在震中附近地区的中、小地震 

与地球自转的对应关系，可能与块体之问的预接触 

有关．如果把地震看成为块体之问的相互作用，强的 

相互作用引起的地震大，弱的相互作引起的地震小． 

当地球自转速率发生变化时，具有不同质量的岩石 

圈块体之间，由于质量存在差异，其运动就会产生差 

异性，从而使块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引发地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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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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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的作用就比较强，在震前出现的地震活动就比较 

显著． 

地震成因是复杂的，地震可能是多因素联合作 

用的产物．本文重点在于揭示 2004年 12月 26日印 

尼苏门答腊 M 9．0地震与地球自转之间具有较好 

对应关系的现象，上述解释尚是定性的，需要更多的 

证据来证实．尽管这样，它对理解地震成因仍具有一 

定 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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