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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上发生过强震地区的余震活动可能持续较长时间，而余震序列在何时可被看作正常的“背景地震活

动”，即“序列归属”问题在地球动力学和地震物理中有重要意义．时空“传染型余震序列”（ＥＴＡＳ）模型可分离“背

景”地震和“丛集”地震，并用概率形式表示作为相应事件的可能性，为考察此问题提供了可能．本文以１９７６年唐山

犕Ｓ７．８地震序列为例，对唐山地区１９７０年以来的犕Ｌ４．０以上地震进行了时空ＥＴＡＳ模型拟合，并以２０１０年以来

发生的３次犕Ｓ４．０以上地震为例讨论了它们的“序列归属”问题．研究结果显示，３次犕Ｓ４．０以上地震的背景地震

概率分别为０．７２、０．８８和０．７６，表明它们作为１９７６年唐山犕Ｓ７．８的余震的可能性较低，更可能为背景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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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一次中小地震发生后，其“序列归属”问题———

即这次地震究竟是此前发生的某一地震的余震，还

是一次独立的“背景”地震，是公众和地震学家都十

分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时间相依的地震危险

性”（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的判断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正在进行之中的国际“地震可预测性合

作研究”（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ＳＥＰ）计划（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ｅｐ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２０１２０４２５］）中，包括了用一日至数日尺度的短

期地震概率预测模型对余震进行实际的向前概率预

测的工作．这些短期预测模型包括用于美国加州地

区的ＳＴＥＰ模型
［１］、意大利地区的ＥＴＥＳ和ＥＲＳ模

型［２］，以及日本地区的ＥＴＡＳ模型
［３］等等．对这些

模型进行检验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指标，就是对地

震“序列归属”的判断．

余震活动的持续时间问题一直是地球动力学和

地震物理中的一个有意义的问题［４７］，因为余震活动

的持续时间是地球动力学中为数不多的可以在观测

仪器记录的时间尺度上通过测量来准确把握的物理

量之一．一般说来，强震发生后经过的时间越长，震

中区地震活动的“序列归属”问题就越复杂．在距强

震发生的时间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判断余震序列

在何时开始“混同于”当地的“背景地震活动”，成为

一个复杂的问题．

传统意义上的“余震”，指发生在主震之后、震级

小于主震的地震事件［８］，而地震活动在时间和空间

分布上具有高度的不均匀性，地震丛集与“正常”的

背景地震活动往往叠加在一起，传统上的前震、主震

和余震在物理本质和统计属性上均难以区分［９］．因

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地震的“序列归属”问题几乎不

存在一个确定性的答案．然而近年来，描述复杂地震

活动的“传染型余震序列”（ＥＴＡＳ）模型
［１０］得到较大

发展，ＥＴＡＳ模型不再区分前震、主震和余震，认为

任何地震都有可能被之前发生的地震所触发，并用

概率形式来描述其作为背景地震或丛集地震的可

能．这就为“序列归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另一个有

效的工作思路．

本文试图将这一模型应用于中小地震的“序列

归属”问题．我们选取唐山序列作为实例，这一序列

从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至今，已持续３０余年时间．相

应的“序列归属”问题，甚至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

注和激烈争论（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ｐ／

２０１２０５２９／０２０５２４４９５０９９．ｓｈｔｍ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

ｃｏｍ／２０１２０５２９／ｎ３４４３０７５８６．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２０４２５］）．

我们使用随机除丛法［１１１２］从时间和空间上同时分离

“背景地震”和“丛集地震”．作为一个应用实例，本文

考察了２０１０年以来三次犕Ｓ４．０级地震与唐山地震

序列的关系．

２　基于时空ＥＴＡＳ模型的随机除丛法

目前已有多种分支过程（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模型用于描述地震活动的时空丛集特征［１０，１３１５］．基

于点分支过程理论的 ＥＴＡＳ模型推广了大森定

律［１６］，假定每一个地震总能以一定的概率规则独立

地触发 “子震”，来描述地震活动时空丛集结

构［１０，１７１８］．Ｏｇａｔａ
［１９］给出的时空ＥＴＡＳ模型将地震

发生率λ表示为：

　　λ（狋，狓，狔）＝μ（狓，狔）＋∑
犻：狋犻＜狋

κ（犿犻）犵（狋－狋犻）

×犳（狓－狓犻，狔－狔犻；犿犻）， （１）

这里的μ（狓，狔）为背景地震活动强度，即“背景”地

震发生率，是与时间无关的空间位置的函数．κ（犿）

表示的是震级为犿 的事件触发子震数目的期望；

犵（狋）和犳（狓，狔；犿）分别为子震的时间与空间概率密

度函数，分别可采用如下形式表示［１２］：

κ（犿）＝犃ｅα
（犿－犿ｃ

），犿≥犿ｃ， （２）

犵（狋）＝
狆－１
犮

１＋
狋（ ）犮

－狆

，狋＞０， （３）

犳（狓，狔；犿）＝
狇－１

π犇ｅ
γ（犿－犿ｃ

） １＋
狓２＋狔

２

犇ｅγ
（犿－犿ｃ（ ））

－狇

，（４）

其中犃、α、狆、狇、犇、γ和犮为常数，犿ｃ为计算的截止

震级．另外假定震级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犑（犿）＝βｅｘｐ［－β（犿－犿ｃ）］，犿≥犿ｃ， （５）

这里的β与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Ｒｉｃｈｔｅｒ定律中的犫值关系

为β＝犫ｌｎ１０．在Ｚｈｕａｎｇ等
［１１］与Ｚｈｕａｎｇ和Ｏｇａｔａ

［１２］

发展的随机除丛法中，地震犻对其后发生的地震犼处

（狋犼，狓犼，狔犼）的地震发生率的相对贡献或触发地震犼

２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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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可表示为

ρ犻犼 ＝ζ犻（狋犼，狓犼，狔犼）／λ（狋犼，狓犼，狔犼），犼＞犻， （６）

这里的

ζ犻（狋，狓，狔）＝κ（犿犻）犵（狋－狋犻）犳（狓－狓犻，狔－狔犻；犿犻），

而地震犼作为背景地震的概率为

φ犼 ＝
μ（狓犼，狔犼）

λ（狋犼，狓犼，狔犼）
． （７）

由背景地震概率可用核函数法来估算地震背景活动

强度μ（狓，狔）：

μ^（狓，狔）＝
１

犜∑犼φ
犼犣犺犼（狓－狓犼，狔－狔犼）， （８）

其中犜为研究时段长度，犣犺
犼
是带宽为犺犼的高斯核

函数．带宽变量犺犼是地震犼到第狀ｐ个最近地震的距

离．根据一般做法
［１１１２］，设置狀ｐ＝４．

对于实际的地震目录｛（狋犻，狓犻，狔犻，犿犻）：犻＝１，２，

…，犖｝，如果给定强度函数狌（狓，狔），背景地震活动

强度可表示为μ（狓，狔）＝狏狌（狓，狔），其中狏为大于０

的待估参数，并可利用最大似然法来估计公式（１）中

的各项参数．再由（７）式求得每个地震的背景地震概

率φ后，利用（８）式重新计算狌（狓，狔），并反复迭代

直至结果收敛，即可同时求取背景地震活动强度

μ（狓，狔）和模型参数 ｛狏，犃，α，狆，狇，犇，γ，犮｝．不同于

传统删除余震算法［２０２１］，时空ＥＴＡＳ模型考虑了全

部历史地震的综合触发效应，地震丛集也不仅包括

余震，还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前震和震群．

３　研究区域和计算所用资料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３８．５°Ｎ—４１．０°Ｎ，１１６．９°Ｅ—

１２０．０°Ｅ的唐山地区，空间上包括了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

日唐山犕Ｓ７．８地震的余震分布区域．资料使用了中

国地震台网中心提供的１９７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３１日的《中国微震目录》和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

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的《中国地震台网统一地震目

录》．该目录根据国家台网和各区域台网测定资料汇

编而成，震级单位统一为地方震震级 犕Ｌ．唐山

犕Ｓ７．８地震发生后，余震区地震活动强烈，据《唐山

地震目录》［２２］统计，自主震发生至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１

日共记录唐山地震序列犕Ｌ２．０以上地震１４４２５次，

其中包括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滦县犕Ｓ７．１和１１月１５

日宁河犕Ｓ６．９地震，近年来相继发生２０１０年３月６

日河北滦县 犕Ｓ４．３、４月９日河北丰南 犕Ｓ４．１和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８日河北唐山、滦县交界犕Ｓ４．８等中

等地震．图１给出了研究区１９７０年以来犕Ｌ４．０以

上地震的震中分布．

关于地震目录的完整性［２３］的研究表明，强震发

生后，由于主震面波振幅较大、降低了地震记录的信

噪比，往往导致主震后数小时区域甚至全球的地震

监测能力的下降［２４］．鉴于当时地震观测条件有限和

唐山犕Ｓ７．８地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台站的损坏，对研

究区地震监测能力的变化需要重点考虑．本研究从

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两方面来考察．研究中采用了

震级序号法
［２５］定性讨论研究区内最小完整性震级

犕ｃ的时序变化．震级序号法按地震发生时间的先

后顺序排序，地震密度较大的区域的连线大致为犕ｃ

的时序变化，这种分析一方面避免了主震发生后短

期内余震较为密集，按时间统计难以分析余震监测

能力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地震监测能力在短期内

的变化常具有分段和不连续性，由此可能给出地震

记录信噪比和人为因素引起的监测能力变化．结果

如图２ａ所示，１９７６年唐山 犕Ｓ７．８地震发生后，犕ｃ

仅为犕Ｌ４．０左右，其后至１９８７年左右，研究区的地

震监测能力显著提升，犕ｃ 已低于 犕Ｌ２．０．此外，研

究中还使用了“最大曲率”ＭＡＸＣ方法和拟合度分

别为９０％和９５％的 ＧＦＴ方法
［２６］来定量评估研究

区犕ｃ的时序变化．其中ＭＡＸＣ方法是将震级频度

分布曲线的一阶导数的最大值对应的震级作为犕ｃ，

而ＧＦＴ方法是通过搜索对应给定的实际和理论震

级频度分布下的拟合度百分比来确定 犕ｃ．计算中

使用固定为５００个地震事件的窗口选取数据，并滑

动计算，结果如图２ｂ所示．与图２ａ定性分析结果非

常一致的是，研究区１９７０年以来犕Ｌ４．０以上的地震

较为完整，本研究将 犕ｃ＝犕Ｌ４．０作为时空ＥＴＡＳ

模型分析的截止震级．

４　“背景”地震概率和被“母震”触发的

概率

研究中通过最大似然法，估计唐山地区时空

ＥＴＡＳ模型的参数，求取１９７０年以来每个 犕Ｌ４．０

以上的地震作为孤立／背景地震的概率φ，此外，还

可获得任一地震被之前发生的“母震”触发的概率

ρ．对研究区１９７０年以来犕Ｌ４．０以上地震的ＥＴＡＳ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１所示，计算获得的每个

犕Ｌ４．０以上地震的背景地震概率φ的空间分布如

图３所示．由图３可见，１９７６年唐山犕Ｓ７．８地震余

震区绝大多数地震的背景地震概率φ＜０．５，即表明

３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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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唐山地区１９７０年以来犕犔４．０以上地震的时空犈犜犃犛模型参数拟合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犳狉狅犿犳犻狋狋犻狀犵狋犺犲犈犜犃犛犿狅犱犲犾狋狅狊犲犻狊犿犻犮犻狋狔犪犫狅狏犲犕犔４．０犻狀狋犺犲犜犪狀犵狊犺犪狀狉犲犵犻狅狀狊犻狀犮犲１９７０

狏 犃 犆（ｄａｙ） α 狆 犇（ｄｅｇｒｅｅ２） 狇 γ

初始参数 ０．８１５５ ０．６００８ ０．２５５２ ０．６７７９ １．１８１１ ０．００５６ ２．１４５２ １．１４３６

输出参数 １．０２８２ ０．９５００ ０．００２４ ０．６７１２ １．０８６２ ０．００１０ １．９３３５ １．２０２６

图１　唐山地区１９７０年以来犕Ｌ４．０以上地震分布

图中紫色五角星标出了３次较大地震事件，即１９７６年唐山犕Ｓ７．８、滦县犕Ｓ７．１、宁河犕Ｓ６．９地震的位置，

红色实心圆标出了２０１０年以来３次犕Ｓ４．０以上地震的位置．左上角子图给出了研究区的空间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ｂｏｖｅ犕Ｌ４．０ｉｎｔｈｅ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１９７０

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ｐｅｎｔａｃｌ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ａｊｏｒｅｖｅｎｔｓ，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Ｔａｎｇｓｈａｎ犕Ｓ７．８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Ｌｕａｎｘｉａｎ犕Ｓ７．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ｔｈｅ

Ｎｉｎｇｈｅ犕Ｓ６．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ｒ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ｅｖｅｎｔｓａｂｏｖｅ犕Ｓ４．０ｓｉｎｃｅ２０１０．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ａｒｅｍａｒｋｅｄｉｎ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ｒｅｇｉｏｎ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ｌｅｆｔｉｎｓｅｔｐａｎｅｌ．

研究区内地震多数为丛集地震．但对于２０１０年以来

余震区发生的３次犕Ｓ４．０以上地震，背景地震概率

φ分别为０．７２、０．８８和０．７６，表明其作为孤立地震

的概率较高，也意味着它们被之前发生的地震，包括

１９７６年唐山犕Ｓ７．８地震所直接触发的概率较低．

研究区犕Ｌ４．０以上地震的背景地震概率φ的

时间分析如图４所示，其中图４ａ为震级时间图

（犕狋图），图４ｂ为与各次地震相对应的背景地震概

率φ．由图可见，１９７６年唐山犕Ｓ７．８地震发生前，除

一次地震事件φ＜０．５外，其他事件的φ均大于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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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唐山地区１９７０年以来地震目录的完整性分析

（ａ）震级序号法给出的地震密度分布；（ｂ）多统计方法定量分析给出的最小完整性震级犕ｃ的时间变化，由于同时采用９０％和９５％的拟合

度ＧＦＴ方法，这里分别称为ＧＦＴ９５％和ＧＦＴ９０％以示区别．图中采用了地震发生先后顺序作为横坐标，不等间隔的地震发生时间也被

标在横坐标上方．

Ｆｉｇ．２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１９７０

（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ａｔ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ｄｏｍａｉｎ；（ｂ）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犕ｃ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ＭＡＸＣ（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

９０％ ＧＦＴ（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９５％ ＧＦＴ（ｂｌｕ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ＭｃＢｅｓｔ（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ｅｅｔｅｘｔｆｏｒｄｅｔａｉｌｓ．

可能与这些地震事件分布较为分散有关．而犕Ｓ７．８

地震的φ也接近于１，表明其无明显的前震事件存

在．１９７６年唐山犕Ｓ７．８地震发生后至１９９７年之前，

除个别地震外，绝大多数地震的φ＜０．５，表明被触

发的概率较高．而１９９７年之后，除个别地震紧跟之

前地震发生，φ接近０外，其他地震事件φ均大于

０．５，表明它们作为背景地震或孤立地震的概率较

高，与其之前发生的地震，包括１９７６年唐山犕Ｓ７．８

地震的关系较小．因此，如以φ０＝０．５作为背景地震

的定义，从时空ＥＩＡＳ模型拟合结果上来看，唐山

地区 １９９７ 年之后发生的 犕Ｌ４．０ 以上地震，在

ＥＴＡＳ模型的意义上也许不能再称之为１９７６年唐

山犕Ｓ７．８地震的余震了．

以新近发生的２０１２年 犕Ｓ４．８地震为例，考察

其被 “母震”触发的概率ρ，结果如图４ｃ所示．由图

可见，包括１９７６年唐山犕Ｓ７．８地震在内的“母震”，

对２０１２年犕Ｓ４．８地震的触发概率远小于参考概率

ρ０＝０．５，其中触发概率最高的为２０１０年河北滦县

犕Ｓ４．３地震，ρ＝０．０２３４．由此可见，２０１２年 犕Ｓ４．８

地震也许不能简单看成之前发生的地震，包括１９７６

年唐山犕Ｓ７．８地震的直接余震．

如果唐山地区１９９７年之后发生的犕Ｌ４．０以上

地震不能称之为１９７６年 犕Ｓ７．８地震的直接余震，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唐山犕Ｓ７．８地震的序列是如何

构成的？为考察此问题，对研究区内的犕Ｌ４．０以上

地震分别使用不同的被１９７６年唐山犕Ｓ７．８地震触

发的概率阈值，构建犕Ｓ７．８地震的序列．图５给出

了犕Ｓ７．８地震之后发生的地震相对于１９７６年７月

２８日００∶００∶００的时间间隔与其经度的分布图，由

图可见，除犕Ｓ７．８地震发生后数小时内的地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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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时空ＥＴＡＳ模型给出的唐山地区背景地震概率φ的空间分布

图中分别用渐变的红色和蓝色表示φ≥０．５和φ＜０．５的情况．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φｂｙ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ＥＴＡＳ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ｂｌｕｅａｎｄｒｅｄｃｏｌｏ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ｓｗｉｔｈφ≥０．５ａｎｄφ＜０．５，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序列中被犕Ｓ７．８地震触发的概率已经显著降低至

０．５以下．由此表明，余震区内９５％以上的地震与

犕Ｓ７．８地震的直接关联较小，而更可能是被犕Ｓ７．８

地震的余震，或余震的余震所触发———关于这一结

果，也许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参见讨论一节．

５　截止震级选取和地震目录误差对结

果的影响

由于早期监测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在本研究中

使用了唐山地区犕Ｌ４．０以上地震拟合时空ＥＴＡＳ

模型．由于任何一个地震都可以以一定概率触发后

续地震，低于犕Ｌ４．０的大量的较小震级事件将可能

显著改变包括２０１０年滦县犕Ｓ４．３、丰南 犕Ｓ４．１和

２０１２年犕Ｓ４．８地震的背景地震概率，因此，这些唐

山地区较晚发生的地震事件作为孤立的背景地震只

是相对的．为进一步验证此问题，本研究采用不同的

截止震级分别对时空ＥＴＡＳ模型进行拟合，并求取

背景地震概率，结果如表２所示．

图６给出了时空ＥＴＡＳ模型参数拟合中使用

不同截止震级犕ｃ，对２０１０年以来３次犕Ｓ４．０以上

地震的背景地震概率φ以及被１９７６年唐山犕Ｓ７．８

地震触发的概率ρ的影响．图６ａ显示，当降低 犕ｃ

时，２０１０年以来３次犕Ｓ４．０以上地震的φ值随之降

低，表明随着参与计算的地震数目的增多，增加了被

触发的可能；而图６ｂ给出的犕ｃ与被犕Ｓ７．８地震触

发的概率ρ的图像显示，随着犕ｃ的减小，这些发生

较晚的地震被犕Ｓ７．８地震触发的概率也随之减小．

这些现象与 Ｗａｎｇ等
［２７］对ＥＴＡＳ模型中小震级事

件缺失造成的影响的测试结果是相一致的．由此可

进一步外推，当能够获得更为完整的历史地震记录、

更多的小震级事件参与时空ＥＴＡＳ模型拟合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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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唐山地区１９７０年以来不同截止震级的时空犈犜犃犛模型参数拟合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狊狌犾狋狊犳狉狅犿犳犻狋狋犻狀犵狋犺犲犈犜犃犛犿狅犱犲犾狋狅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犱犪狋犪犳狉狅犿

犜犪狀犵狊犺犪狀狉犲犵犻狅狀狊犻狀犮犲１９７０，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狋狅犳犳犿犪犵狀犻狋狌犱犲狊

犕ｃ 狏 犃 犮（ｄａｙ） α 狆 犇（ｄｅｇｒｅｅ２） 狇 γ

初始参数 ０．８１５５ ０．６００８ ０．２５５２ ０．６７７９ １．１８１１ ０．００５６ ２．１４５２ １．１４３６

输出参数

犕Ｌ４．５ １．０１１２ ０．５２４２ ０．０２７５ １．２４２７ １．１５８０ ０．００５４ ２．６１２１ ０．９５０６

犕Ｌ４．４ １．０２３０ ０．６０６１ ０．０１６２ １．１２４９ １．１３２０ ０．００３６ ２．４２０１ １．０１８９

犕Ｌ４．３ １．０２４５ ０．６８７２ ０．００９９ １．０４０４ １．１１４８ ０．００３３ ２．４７０７ １．０６２０

犕Ｌ４．２ １．０２０８ ０．７７６６ ０．００５３ ０．９２４４ １．０９９９ ０．００２０ ２．２２９６ １．１３２１

犕Ｌ４．１ １．０２５６ ０．７８７６ ０．００４８ ０．８７３６ １．１０２７ ０．００１６ ２．１９５０ １．１５７８

图４　唐山地震序列的背景地震概率φ时间分布

（ａ）唐山地震序列的震级时间（犕狋）图，及其（ｂ）各事件对应的背景地震概率φ；（ｃ）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８日犕Ｓ４．８地震被之前发生地震触发的

概率ρ，其中触发概率最高的为与其时、空上最为接近的２０１０年３月６日犕Ｓ４．３地震，图中水平虚线标出了参考线ρ０＝０．５的位置．

Ｆｉｇ．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φｏｆｔｈｅ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ｂ）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φｖａｒｙ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ｃ）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ρｆｏｒｂｅｉｎｇ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ｅｖ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ｙ２８，２０１２，Ｔａｎｇｓｈａｎ犕Ｓ４．８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ｖａｌｕｅｏｆρ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Ｍａｒｃｈ６，２０１０，Ｌｕａｎｘｉａｎ犕Ｓ４．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ｎｅａｒｅｓｔｏｎｅｉ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ρ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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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唐山地区不同触发概率阈值下的丛集识别情况

图中不同颜色表示在不同触发概率阈值下可与１９７６年唐山７．８级地震组成丛集的情况．图中纵坐标为

用对数形式表示的距离１９７６／０７／２８００∶００∶００时刻的时间间隔（单位为天）．

Ｆｉｇ．５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ＴＡＳｍｏｄｅ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ｌｏｒ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ｂｅ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１９７６Ｔａｎｇｓｈａｎ犕Ｓ７．８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ｘｉｓｉｓｔｈｅｌａｐｓｅｄｔｉｍｅｓｉｎｃｅ１９７６／０７／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ｉｎｔｈｅ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ｓｃａｌｅ．

图６　不同截止震级犕ｃ对时空ＥＴＡＳ模型计算结果的影响

（ａ）犕ｃ对估算背景地震概率φ的影响；（ｂ）犕ｃ对估算３次犕Ｓ４．０以上地震被１９７６年犕Ｓ７．８地震触发的概率ρ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ａ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ｂｅｉｎｇ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

ｔｈｅ１９７６Ｔａｎｇｓｈａｎ犕Ｓ７．８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ｂ），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ｔｏｆ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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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唐山地区类似于２０１０年以来３次 犕Ｓ４．０以

上较晚发生的地震，将很难保证其作为背景地震，但

与１９７６年唐山犕Ｓ７．８地震的直接关联也随之减小．

此外，由于地震目录中事件参数的测定误差是

不可避免的，可能对统计地震学计算结果产生影响，

对此可采用生成随机地震目录的方式考察结果的稳

健性［２８２９］．除考虑不同截止震级犕ｃ的影响外，本文

还考虑了地震目录中的震级和定位测定误差的可能

影响．其中，分别对唐山地震序列的震级叠加了范围

在［－０．３，０．３］之间的随机误差，对序列中事件的

水平位置叠加了范围在［－５ｋｍ，５ｋｍ］之间的随

机误差，各生成１００个随机目录并进行时空ＥＴＡＳ

模型拟合，结果如图７所示．由图可见，在考虑了０．３

个震级单位和定位±５ｋｍ的误差情况下，２０１０年

以来３次犕Ｓ４．０以上地震的背景地震φ和被唐山

犕Ｓ７．８地震触发的概率ρ均有不同程度的离散，其

中定位误差对拟合结果的离散程度大于震级的影

响．但综合来看，上述稳健性测试表明，唐山地震序

列中的参数测定误差不改变２０１０年以来３次犕Ｓ４．０

以上地震作为背景地震和被唐山犕Ｓ７．８地震低概

图７　震级和震中位置测定误差对时空ＥＴＡＳ模型计算结果的影响

（ａ）震级测定误差对估算背景地震概率φ的影响；（ｂ）震级测定误差对被１９７６年犕Ｓ７．８地震触发的概率ρ的影响；（ｃ）震中位置测定误差

对估算背景地震概率φ的影响；（ｄ）震中位置测定误差对被１９７６年犕Ｓ７．８地震触发的概率ρ的影响．图中垂直虚线分别对应２０１０年以来

３次犕Ｓ４．０以上地震在未考虑震级和震中位置测定误差情况下的计算结果．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犕ｓ４．０ｓｉｎｃｅ２０１０ｉｎｔｈｅ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φ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ｂ）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ρｏｆｂｅｉｎｇ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１９７６Ｔａｎｇｓｈａｎ犕Ｓ７．８

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ｃ）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φ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ρｏｆｂｅｉｎｇ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１９７６Ｔａｎｇｓｈａｎ犕Ｓ７．８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ｅｖ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犕Ｓ４．０ｓｉｎｃｅ２０１０，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率触发的认识．

６　讨论和结论

本文采用了当前能够较好描述复杂地震活动特

征的时空ＥＴＡＳ模型，对唐山余震区１９７０年以来

犕Ｌ４．０以上地震进行了分析．利用拟合结果中的背

景地震概率φ和被“母震”触发的概率ρ，讨论了

２０１０年以来发生的三次犕Ｓ４．０以上中小地震的“序

列归属”（ＥＳＡ）问题．结果表明，从背景地震概率来

看，唐山地区１９９７年之后发生的犕Ｌ４．０以上地震

的φ较高，其中２０１０年以来三次犕Ｓ４．０以上地震

分别可达０．７２、０．８８和０．７６．从标准的ＥＴＡＳ模型

所能得到的结果显示，唐山余震区内绝大多数地震

与１９７６年 犕Ｓ７．８地震的直接关联较小，后续发生

的地震更可能是被犕Ｓ７．８地震的余震，或余震的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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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所触发的．

由于地震观测能力的限制，目前尚无法无限降

低计算所用的截止震级，因此在ＥＴＡＳ模型研究中

的“背景地震”仅为相对概念，与截止震级和所讨论

的震级范围有关．研究中为降低时空ＥＴＡＳ模型的

复杂性，采用了背景地震发生率是平稳的、与时间无

关的假定．而目前一些工作也在从不同层面讨论背

景地震的时间变化［３０３２］和空间变化［３３］．

另外，ＥＴＡＳ模型在实际应用时也许还应考虑

一个地震学问题：对于一次接近８级的地震，有限的

震源尺度，已经不允许震源再作为一个“点源”．对于

唐山地震，在ＥＴＡＳ模型中的“距离”（公式（４）中的

狓２＋狔
２），也许不应是距主震震中的距离，而（至少）

应是距主震断层面的距离［３４］．此外将一次接近８级

的地震的矩释放“集中”于震中是否是一个物理上合

理的处理，也是值得讨论的．也许与“被余震触发”的

情况大致等效的，应该是不止以一个主震的震中，而

是以一系列代表了主要“凹凸体”的“等效地震”的震

中，来描述主震．但是有一点也许是清楚的，就是目

前距主震的发生毕竟已经有太长的时间，因此即使

距离主震震中位置很近的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的地震，其

属于“背景”地震序列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即使主

震的位置被赋予了过多的矩释放量．

１９７６年唐山犕Ｓ７．８地震的余震时、空活动较为

复杂，余震展布在１４０ｋｍ长、分段特征明显的断层

上［３５］，序列中的较大余震分别呈现了走滑、正断和

逆冲等不同的机制类型［３６］，而序列的地震活动也兼

有主余型和震群型的特征［３７］．也许考虑中小地震的

震源机制和主震的破裂过程，辅之以ＣＦＳ的计算，

还会得到更多的信息．当然，也有些研究者认为，唐

山地震及相关地震的发生，可能与太平洋板块深俯

冲至我国东部下方的地幔转换带，然后滞留脱水造

成热物质上涌并在地壳深部形成流体，作用于唐山

地区断裂带有关［３８］．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应为本研究

的后续工作．

致　谢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为本研究提供了地震目

录，河北省地震局张素欣研究员提供了唐山余震序

列目录相关情况的咨询，韩立波博士提供了并行计

算程序方面的帮助，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Ｙ．Ｏｇａｔａ

教授、Ｔ．Ｉｗａｔａ博士对本文提出了有益建议，审稿

人的建议对本文质量的提高帮助很大．本文为第一

作者在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资助的２０１２年度“短期

访问学者”工作期间完成，在此作者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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