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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时空传染型余震序列”（英文简称ＥＴＡＳ）模型在地震序列参数的早期特征和余震短期概率预测研

究中的应用问题，重点考察了不同截止震级 犕ｃ 选取对结果的影响．以甘肃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序列的震后

１．６７７天内的早期阶段为例，考察了ＥＴＡＳ模型和修正的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公式的适用性问题，发现ＥＴＡＳ模型ＡＩＣ值

在各截止震级犕ｃ下均小于修正的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公式的结果，表明其适用效果更好．设定犕ｃ＝犕Ｌ１．０，１．１，…，２．５，

分别考察了ＥＴＡＳ模型中α值和狆值的稳定性，并与２０１３年芦山７．０级地震序列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犕ｃ 对α

值的影响相对较小，狆值影响较大．此外，对基于ＥＴＡＳ模型和“瘦化算法”的余震短期概率预测结果进行了 Ｎｔｅｓｔ

检验，结果表明犕ｃ的设定对余震短期概率预测影响较大，对甘肃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仅当犕ｃ＝犕Ｌ１．０或犕Ｌ１．１

时可获得较好的预测结果．由此，在真正的“向前”的预测实践中，需要首先考察不同的犕ｃ下的余震预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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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强震发生后，作为可利用的直接信息，余震序列

的早期活动特征被用于序列类型判定 ［１］、强余震预

测［２］和余震短期概率预测［３４］等方面，在抗震救灾、

区域地震危险性评估和对地震序列本身的认识上均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作为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

公式［５６］的推广，“传染型余震序列”（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Ｔｙｐｅ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ｅｑｕｅｎｃｅ，简称ＥＴＡＳ）模型
［７９］得到长

足发展．ＥＴＡＳ模型除可对地震序列参数进行接近

真实的估计，还可基于其模型参数，以及“瘦化算法”

（ｔｈｉｎ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１０１１］进行序列模拟和余震概

率预测．

由于多采用统计地震学的方法，余震序列早期

活动特征和余震概率预测研究可能受到截止震级

犕ｃ设定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表征地震监测能力

的完整性震级可在强震发生后的短期内在余震区甚

至更大范围内发生显著降低［１２］，余震区增设临时台

站和区域地震台网固定台站运行状态的改变也可造

成完整性震级的实时、动态变化［１３］．除客观的监测

能力／完整性震级的变化，犕ｃ 的人为设定将对

ＥＴＡＳ模型参数估计造成影响
［１４１６］，其中一个原因

是由于ＥＴＡＳ模型假定任何一个地震都可能触发

其后发生的任何大小的地震，犕ｃ的设定可能切断了

犕＜犕ｃ 的地震与其他地震的触发关系，从而造成

“链接缺失”（ｍｉｓｓｉｎｇｌｉｎｋ）现象
［１６］．由此，在强震发

生后，面对完整性震级的可能变化，如何科学、合理地

设定ＥＴＡＳ模型计算所用的截止震级犕ｃ，以及评估这

种设定对相关的应用有何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将基于ＥＴＡＳ模型，以新近发生的２０１３

年７月２２日甘肃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序列为例，

探讨截止震级犕ｃ对序列参数估计和余震概率预测

应用效果的可能影响．

２　研究所用资料和序列目录完整性分析

本研究所用的２０１３年甘肃岷县—漳县６．６级

地震序列目录，来自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全国地震编

目系统”提供的《甘肃地震台网速报目录》１）．选用主

震发生至之后３天内的０级以上地震，限定地震序

列的空间范围分别为３４．４°Ｎ—３４．７°Ｎ，１０４．０°Ｅ—

１０４．４°Ｅ．

１）全国地震编目系统．ｈｔｔｐ：／／１０．５．２０２．２２／ｂｉａｎｍｕ／ｉｎｄｅｘ．ｊｓｐ

［２０１３０７２４］．

２０１３年甘肃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序列目录

的完整性震级是采用“震级—序号”法［１７１９］进行定性

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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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大量发生、密集

分布的余震在时间轴上难以分析对其监测能力的快

速变化，另一方面，由于犕ｃ在短期内常具有分段和

不连续的变化特征，由此可以给出信噪比和人为因

素引起的监测能力变化．对甘肃岷县—漳县６．６级

地震序列的分析结果如图１所示．由图可见，主震发

生后１天内，犕ｃ 由 犕Ｌ３．０逐渐降低至 犕Ｌ０．５左

右，反映了对余震序列的监测能力逐渐提升过程．当

截止震级犕ｃ＝犕Ｌ１．０和犕ｃ＝犕Ｌ２．０时，地震序列

目录完整的位置分别为主震后０．０２１天和０．００６天．对

２０１３年四川芦山７．０级地震序列，蒋长胜等
［２０］同样利

用震级序号法进行了完整性震级分析，结果表明在震

后０．０３１天，序列完整性震级可达犕Ｌ２．０．

３　ＥＴＡＳ模型的拟合分析

３．１　时间序列犈犜犃犛模型

对一维的余震序列随时间的衰减关系，在统计

地震学的“时间点过程”（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ｏｉ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研

９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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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甘肃岷县—漳县犕Ｓ６．６地震序列目录的震级序号图

图中五角星标出了主震和犕Ｓ５．６最大余震的位置，两条垂直虚线分别标出了当截止震级为犕Ｌ１．０和犕Ｌ２．０时

地震目录完整的位置，即分别为主震后０．０２１天和０．００６天．子图为犕Ｌ１．０以上地震的震级时间（犕狋）图．

Ｆｉｇ．１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ｘ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犕Ｓ６．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Ｇｒｅｙｓｔａｒｓａｒｅ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ａｎｄｉｔｓｌａｒｇｅｓｔ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ｔｗｏ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

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犕Ｌ２．０ａｎｄ犕Ｌ１．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０．００６ｄａｙａｎｄ０．０２１ｄａ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Ｔｈｅｓｕｂｐｌｏ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ｅ犕狋ｐｌｏｔｗｉｔｈ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ｎｏｌｅｓｓｔｈａｎ犕Ｌ１．０．

究中常使用泊松模型、应力释放模型以及修正的

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公式等进行研究，其中修正的 Ｏｍｏｒｉ

Ｕｔｓｕ公式
［５６］最为普遍使用．其表达式为

犳（狋）＝μ＋犓／（狋＋犮）
狆， （１）

其中狋为主震发生后的离逝时间，犳（狋）为狋时刻的余

震发生率，μ为背景地震的发生率，狆表示余震序列

衰减的快慢，犮为主震后余震频次达到峰值时对应

的时间，犓 表示余震的活跃程度．上式中μ、犓、犮和

狆为非负的常数．

实际上真实的余震序列远比修正的 Ｏｍｏｒｉ

Ｕｔｓｕ公式描述的简单衰减关系复杂．为解决每个余

震都可激发次级余震的情况，Ｏｇａｔａ
［７９］在 Ｏｍｏｒｉ

Ｕｔｓｕ公式基础上，提出了ＥＴＡＳ模型．ＥＴＡＳ模型

假设余震遵从 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公式激发自己的余震，

且震级的分布是独立的，在主震的发生为初始零时

刻情况下，观测时间段［０，犜］内的地震序列｛（狋犻，

犕犻）；犻＝１，２，…，犖｝的条件强度函数（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可表示为
［７］

λ（狋）＝μ＋犓∑
狋犻＜狋

犲
α（犕犻－犕０

）

（狋－狋犻＋犮）狆
，犕犻＞犕０，（２）

其中犕犻和狋犻分别为第犻个事件的震级和发生时间，

犕０ 为参考震级，这里取为截止震级．狆 与修正的

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公式中的狆有相同的物理含义，均表示

序列衰减的快慢，狆越大衰减越快，反之越慢．α表

示触发次级余震的能力［８，２１］．

３．２　犈犜犃犛模型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和残差分析

ＥＴＡＳ模型的参数一般通过最大似然法（ＭＬＥｓ）

进行估计．在地震序列目录完整的时间段［狋犮，犜］内，

０＜狋犮＜犜，似然函数犔的形式为

ｌｏｇ犔＝ ∑
犻：犛≤狋犻＜犜

ｌｇλ（狋犻）－∫
犜

犛
λ（狋）ｄ狋， （３）

将（２）式带入上式，即可对待估参数［μ，犓，犮，α，狆］

进行最大似然估计．

强震发生后，尽快获得对地震序列活动特征的

认识在时效性上有重要显示意义．在本文对甘肃岷

县—漳县６．６级地震序列参数早期特征的考察中，

选定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０７∶４５至２４日００∶００的

犕Ｌ１．０以上地震序列目录，设定参数拟合时段为震

后０．０２１～１．６７７天（７月２４日００∶００），进行不同截

止震级犕ｃ下的ＥＴＡＳ模型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

作为示例，图２给出了甘肃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

序列在 犕ｃ＝犕Ｌ２．０情况下的ＥＴＡＳ模型参数结

果，其中μ＝０．００００，犓＝０．００５２，犮＝０．００８１，α＝

１．７２００和狆＝１．１４８５．图２ａ为相应ＥＴＡＳ模型条件

强度曲线，即单位时间内的地震发生率随时间的变

化．由图可见，在震后１．６７７天内，较大余震事件引

起的强度曲线的变化较为明显．

为考察ＥＴＡＳ模型的拟合效果，常使用在“转

换时间”域的“残差分析”方法［７，２２］．“残差分析”方法

可将复杂的地震序列｛狋犻｝转换为齐次泊松过程：

狋狘→τ＝Λ（狋）＝∫
狋

０
λ（狌）ｄ狌． （４）

（４）式中经过转化的数据被称为“残差点过程”

（ＲＰＰ）．如果模型与数据拟合的较好，ＲＰＰ在转换

０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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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累积频次图上就表现为线性，接近标准的稳

态泊松过程的理论直线［１９］，而实际上对一般的强余

震预测，在“转换时间”域｛τ｝的预测和效能检验可能

更有意义［２３］．图３ａ给出了甘肃岷县—漳县６．６级

地震序列累积地震数与ＥＴＡＳ拟合曲线在“转换时

间”域｛τ｝的比较情况．在图３ｂ中，地震序列在“转换

时间”域｛τ｝已被转换为稳态泊松分布．

４　ＥＴＡＳ模型与修正的 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

公式的适用性比较

由于真实地震序列的复杂性，ＥＴＡＳ模型对地

图２　利用ＥＴＡＳ模型拟合给出的岷县—漳县犕Ｓ６．６地震

序列犕Ｌ２．０以上地震的条件强度曲线

（ａ）条件强度曲线；（ｂ）犕狋图．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ｆｒｏｍ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ＴＡＳｍｏｄｅｌｔｏｔｈｅ

Ｍｉｎｘ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犕Ｓ６．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ｃｕｔｏｆ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犕Ｌ２．０

（ａ）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ｂ）犕狋ｐｌｏｔ．

图３　利用ＥＴＡＳ模型对岷县—漳县犕Ｓ６．６地震序列犕Ｌ２．０以上地震的拟合情况

（ａ）累积地震数与ＥＴＡＳ拟合曲线在“转换时间”（τ）域的比较；（ｂ）犕τ图，

τ为将时间转换为稳态泊松分布的“转换时间”．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ｅ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犕≥犕Ｌ２．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ｘ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犕Ｓ６．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ｒｋｂｌｕｅｃｕｒｖｅ）ａｎｄＥＴＡＳｍｏｄｅｌｅｄｃｕｒｖｅ（ｔｈｉｃｋｇｒａｙ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ｔｉｍｅ（τ）ｄｏｍａｉｎ；

（ｂ）犕τｐｌｏｔ，ｉｎｗｈｉｃｈτｉｓ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ｔｉｍ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ｏｉｓｓ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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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序列的拟合是否优于修正的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公式还

需要根据定量的判据、进行比较研究［２１，２４２５］．如果序

列整体的衰减特征相对简单，则修正的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

公式可能拟合效果更好．为考察ＥＴＡＳ模型是否适

用于甘肃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序列，这里使用修

正的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公式进行比较，并使用赤池准则
［２６］

（Ａｋａｉｋ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简写为ＡＩＣ）进行判断：

ＡＩＣ＝－２ｌｏｇ犔＋２犽， （５）

（５）式中计算获得的 ＡＩＣ值越小表示适用效果越

好．由于ＡＩＣ准则包括了待定拟合参数／模型自由

度的数量，因此考虑了对增加模型参数个数提高拟

合效果的“惩罚”．

在对两个模型的比较研究中，分别考察了犕ｃ＝

犕Ｌ１．０，１．１，…，２．５时的ＡＩＣ值的比较情况，结果

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见，在不同的截止震级下，

ＥＴＡＳ模型的ＡＩＣ值均小于修正的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公

式的结果．图４给出了两个模型在不同截止震级犕ｃ

下的参数狆值，及其基于对数似然函数的 Ｈｅｓｓｉａｎ

矩阵［２７］估计拟合参数的标准差的结果．由图可见，

ＥＴＡＳ模型给出的狆值在不同截止震级犕ｃ下相对

表１　不同截止震级下犈犜犃犛模型和修正的

犗犿狅狉犻犝狋狊狌公式模型拟合效果的比较

犜犪犫犾犲１　犉犻狋狋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犈犜犃犛犿狅犱犲犾犪狀犱犿狅犱犻犳犻犲犱

犗犿狅狉犻犝狋狊狌犾犪狑犿狅犱犲犾狑犻狋犺犱犲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狋狅犳犳犿犪犵狀犻狋狌犱犲

截止震级
总地震数／

拟合地震数

ＡＩＣ

ＥＴＡＳ 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

１．０ ３５０／３３６ －３２７５．９３２０２ －３２２６．５３８６７

１．１ ３１３／２９９ －２８７８．５３０４１ －２８２９．６４６４６

１．２ ２７４／２６０ －２４１３．２７１１６ －２３７３．７５７０４

１．３ ２５３／２３９ －２１７９．６３５５７ －２１４１．７４７３０

１．４ ２２５／２１１ －１８８７．１５８８６ －１８５０．４２０３７

１．５ １９０／１７８ －１５３６．６２２１１ －１５０５．５０５８７

１．６ １７３／１６３ －１３９１．８８４３５ －１３６１．９９２９９

１．７ １５７／１４８ －１２４５．０９９４８ －１２１１．８８４８０

１．８ １３６／１２７ －１０３６．６４８５８ －１００８．３８３０１

１．９ １２０／１１１ －８７３．７５９３９ －８４５．５０８０３

２．０ １０８／９９ －７６５．６１２２６ －７４０．５５０２３

２．１ ９７／９０ －６８７．５８３３５ －６６３．４４９９８

２．２ ８３／７６ －５７４．４３１３８ －５５４．６６０７３

２．３ ７７／７０ －５１０．３１９５２ －４９４．５３２２５

２．４ ６３／５７ －３８３．０３７８４ －３６９．６９３３３

２．５ ５６／５１ －３２５．３６５５５ －３１４．４０６６３

　　注：总地震数是指序列中震级不低于犕ｃ的地震总数，拟合地

震数是指在拟合所用的震后０．０２１～１．６７７天的地震数．

稳定、误差更小，而修正的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公式给出的

狆值变化范围可达０．８～２．６，表现出较强的不稳定

性．由此表明ＥＴＡＳ模型更适合对此时段的序列拟合．

４　序列ＥＴＡＳ模型参数的稳定性分析

为考察犕ｃ的选取对ＥＴＡＳ模型参数估计的影

响，研究中设定 犕ｃ＝犕Ｌ１．０，１．１，…，２．５，将拟合

时间固定为主震后０．０２１～１．６７７天，分别考察最大

似然估计结果．此外，作为对比还同时考察了２０１３

年芦山７．０级地震序列在震后相同时段的参数情

况．受序列目录完整性的影响，仅对 犕ｃ＝犕Ｌ２．０，

２．１，…，３．０情况下的参数进行考察．

图５给出了ＥＴＡＳ模型中的α值和狆 值随犕ｃ

的变化情况．由图５ａ可见，除当 犕ｃ＝犕Ｌ１．５、１．８

和１．９时误差较大、数值较高外，α值随犕ｃ 变化在

１．４～１．８之间．而芦山７．０级地震的α值较大，在

２．１～２．６之间．由图５ｂ可见，甘肃岷县—漳县６．６

级地震的狆值在１．２～１．５之间，芦山７．０级地震的

狆值在０．９～１．２之间．由于不同类型的地震序列α

值差异较大，而狆值平均１．０左右、差异相对较小．

图５结果显示，两次地震的α值随犕ｃ 的变化

相对稳定，甘肃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的α值明显

低于芦山７．０级地震，显示了对次级余震相对较强

的激发能力，而其狆值则相对高于芦山７．０级地震，

显示了相对较快的衰减．两次地震的狆值则随犕ｃ

的变化较大，由此可知，在考察地震序列参数的早期

特征，尤其是衰减特征时，需要考虑在何种截止震级

下进行讨论和对比．

５　对余震短期概率预测的影响

５．１　基于犈犜犃犛模型和瘦化算法的余震短期概率

预测

由于余震的短期概率预测需要基于“过去”的序

列参数，在给定的时间间隔［狋，狋＋犾（狋）］内外推时间

相依（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的、未来余震序列的发生情

况，这种预测可通过对点过程模型（ｐｏｉ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的多次模拟来实现．点过程模型模拟的关键

技术是在给定的强度函数情况下确定下一次事件的

发生时刻，一般采用逆解法（ｉｎｖｅｒｓｅｍｅｔｈｏｄ）或瘦化

算法（ｔｈｉｎ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也称“Ｌｅｗｉｓ’ｌａｗ”）
［１０１１］

进行．目前，基于ＥＴＡＳ模型的余震短期概率预测

主要采用Ｏｇａｔａ
［１１］“修正的瘦化算法”（文中不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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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ＥＴＡＳ模型和修正的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公式在

不同截止震级下的狆值拟合结果比较

图中给出了基于 Ｈｅｓｓｉａｎ矩阵估计的误差．

Ｆｉｇ．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狆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ＥＴＡＳ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ｌａｗｗｉｔｈｄｅ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ｔｏｆ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ＴｈｅＨｅｓｓｉａｎｍａｔｒｉｘｂａｓｅｄｅｒｒｏｒｉｓ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ｎ．

图５　ＥＴＡＳ模型参数α值（ａ）和

狆值（ｂ）随截止震级的变化

图中给出了２０１３年芦山犕Ｓ７．０地震的结果用于比较，灰色标

出了α值拟合误差较大的结果，分别为犕ｃ＝犕Ｌ１．５、１．８和１．９．

Ｆｉｇ．５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α（ａ）ａｎｄ狆（ｂ）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ｃｕｔｏｆ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ｉｎＥＴＡＳｆｉ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ｂｌｕｅｏ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２０１３Ｌｕｓｈａｎ犕Ｓ７．０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ｇｒｅｙｏ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ｒｅｒｒｏ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犕ｃ＝ 犕Ｌ１．５，１．８ａｎｄ１．９．

分地使用“瘦化算法”）进行．“瘦化算法”将地震序列

转化为齐次泊松过程，并对强度函数进行多次模拟，

利用模拟获得的地震序列的平均结果描述预测情

况．此外，一些研究还使用高斯空间核函数，基于“瘦

化算法”和复杂的时空ＥＴＡＳ模型开展地震短期概

率预测尝试［２８３０］．

“瘦化算法”的计算基本步骤如下：

（１）在进行预测／随机模拟的时段［狋ｓｔａ，狋ｅｎｄ］内，

条件强度函数λ
的计算模型参数使用狋ｓｔａ时刻获得

的ＥＴＡＳ模型参数［μ，犓，犆，α，狆］；

（２）地震序列模拟事件的发生时刻狋＝狋ｓｔａ为起

点，设定序列模拟事件的“前进”时间步长函数犾（狋），

在［狋，狋＋犾（狋）］内进行齐次泊松过程模拟．其中，模

拟获得的条件强度函数λ
的，需满足其上限低于起

始时刻的条件强度函数犿（狋），即：

ｓｕｐ
狊∈ ０，犾（狋［ ］）

λ
（狋＋狊）≤犿（狋）， （６）

（６）式中狊为随机变量．同时，在［０，１］中产生另一

个独立的均匀随机变量犝１，此时犾（狋）采用如下形式：

犾（狋）＝－ｌｇ（犝１）／λ
（狋＋犾（狋），犕－犕ｃ），犕 ≥犕ｃ．

（７）

　　（３）震级的分布函数采用：

犑（犕）＝βｅｘｐ －β（犕－犕ｃ［ ］），犕 ≥犕ｃ，（８）

其中的β与ＧＲ关系中的犫值有关，β＝犫ｌｏｇ（１０）．

上述震级关系确保了随机模拟目录的震级分布，也

实现了随机目录中次级余震的产生；

（４）如果狊＞犾（狋），设定狋＝狋＋犾（狋）；如果狋＋狊＞

狋ｅｎｄ或者犝１＞λ
（狋＋狊）／犿（狋），则狋＝狋＋狊．否则，狀＝

狀＋１，狋狀＝狋＋狊，狋＝狋＋狊；

（５）重复上述步骤，直至狋＋狊＞狋ｅｎｄ；此时生成的

随机目录的时间序列为｛狋１，狋２，…，狋狀｝．

在本研究中，使用上述的“瘦化算法”，对震后

１．６７７～２．６７７天期间进行１０００次的地震目录随机

模拟，并通过生成目录中各震级档地震的平均发生

率情况，进行余震序列短期预测．图６ａ和６ｂ分别给

出了犕ｃ＝犕Ｌ１．０和 犕ｃ＝犕Ｌ２．０时的预测结果的

统计分布．由图中实际发生的地震数目与随机模拟

获得的地震的统计分布的比较可见，犕ｃ＝犕Ｌ１．０的

结果优于犕ｃ＝犕Ｌ２．０时的结果．

５．２　预测效能的犖狋犲狊狋检验

为更定量化地考察预测的余震数目与实际发生

地震数是否存在偏离，这里使用了地震发生数检验

的Ｎｔｅｓｔ方法
［３１３３］．Ｎｔｅｓｔ方法一般借助模拟地震

目录进行检验［３１３２］，模拟地震目录一般基于累积泊

３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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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分布函数生成，并可进行任何置信度的检验［３１］．

当预测地震发生数为犖ｆｏｒｅ，实际地震发生数为犖ｏｂｓ，

累积分布函数为Ｆ时，可通过两个评分量δ１和δ２分别

回答发生“至少”和“不超过”犖ｏｂｓ个地震事件的概率：

δ１ ＝１－犉（（犖ｏｂｓ－１）犖ｆｏｒｅ）， （９）

δ２ ＝犉（犖ｏｂｓ 犖ｆｏｒｅ）． （１０）

　　对于Ｎｔｅｓｔ检验结果可使用有效显著性水平

αｅｆｆ下的单边检验进行解读，其中αｅｆｆ＝０．５α，α为一

般意义上的置信水平．当δ１＜αｅｆｆ时表明预测的地震

数目过少；当δ２＜αｅｆｆ时表明预测的地震数目过多．

目前，正在进行的国际“地震可预测性合作研究”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ＳＥＰ）计划（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ｅｐ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ｒｇ［２０１３０１

２５］）中，已将Ｎｔｅｓｔ方法作为地震预测效能评估的

常规方法．

在本研究中，由于已生成１０００次随机模拟地震

目录，因此，直接将这些符合ＥＴＡＳ模型参数分布

的随机目录，进行累积频次的归一化并作为累积概

率．此外，设定置信水平α＝０．０５时，则有效显著性

水平αｅｆｆ＝０．０２５．图６（ｃ—ｆ）给出了犕ｃ＝犕Ｌ１．０和

犕ｃ＝犕Ｌ２．０时的 Ｎｔｅｓｔ方法预测效能的检验结果

示例．由图可见，在犕ｃ＝犕Ｌ１．０时，评分变量δ１ 和

δ２ 均未出现＜αｅｆｆ的情况，而在 犕ｃ＝犕Ｌ２．０时，

δ２＝０．００３＜αｅｆｆ，由此表明基于ＥＴＡＳ模型的随机

预测结果“过多”地预测了犕Ｌ２．０以上地震的数量．

进一步考察截止震级的选取对余震短期概率预测

结果的影响，图７给出了当截止震级 犕ｃ＝ 犕Ｌ１．０，

１．１，…，２．５情况下的 Ｎｔｅｓｔ检验结果．由图７ａ给

出的δ１ 评分结果可见，不同犕ｃ下均未出现预测结

果“过少”的情况．在图７ｂ中，当犕ｃ＝ 犕Ｌ１．０～２．０

时，出现了预测结果“过多”的情况，而当 犕ｃ＝

犕Ｌ２．１～２．５时尽管通过了评分检验，但评分变量

图６　基于ＥＴＡＳ模型和“瘦化算法”方法给出的余震短期概率预测结果和Ｎｔｅｓｔ统计检验

左侧的图（ａ）、（ｃ）和（ｅ）为犕ｃ＝犕Ｌ１．０的结果，右侧的图（ｂ）、（ｄ）和（ｆ）为犕ｃ＝ 犕Ｌ２．０的结果；图（ａ）和（ｂ）为震后１．６７７～２．６７７天的

１０００次余震序列随机预测模拟结果的分布，垂直虚线为实际发生的截止震级以上地震数；图（ｃ）和（ｄ）为Ｎｔｅｓｔ检验中的δ１ 评分情况，图

（ｅ）和（ｆ）为δ２评分情况，图中红色曲线为余震序列随机预测模拟结果的累积概率曲线，垂直虚线为实际发生的截止震级以上地震数，灰色

矩形为显著性水平αｅｆｆ＝０．０２５的范围．

Ｆｉｇ．６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ＴＡＳ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ｉｎ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ｉｔｈＮｔ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ｅｆｔ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ｃｏｌｕｍｎｓ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犕ｃ＝犕Ｌ１．０ａｎｄ犕ｃ＝犕Ｌ２．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ｉｇ．６（ａ）ａｎｄ（ｂ）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１０００ｓａｍｐｌｅ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１．６７７～２．６７７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ｃｔｕ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Ｆｉｇ．６（ｃ）ａｎｄ（ｄ）ｓ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δ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ｉｇ．６（ｅ）ａｎｄ（ｆ）ｓ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δ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ｄ

ｃｕｒｖ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ｃｔｕ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ｅｙ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ｓ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ｗｉｔｈαｅｆｆ＝０．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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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截止震级下的余震短期概率

预测的Ｎｔｅｓｔ统计检验结果

（ａ）δ１评分情况；（ｂ）δ２评分情况．

Ｆｉｇ．７　Ｎ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ｏｆ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ｃｕｔｏｆ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ａ）δ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δ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δ１ 与αｅｆｆ较为接近．由此可见，对于２０１３年甘肃岷

县—漳县６．６级地震序列，在震后１．６７７天进行的

１天尺度的余震预测中，仅当选取截止震级 犕ｃ＝

犕Ｌ１．０或犕Ｌ１．１时可获得较好的余震预测结果．

６　讨论与结论

在主震发生后较短时间的地震序列早期阶段，

地震波速、地表变形、渗透率以及余震速率等参数均

发生快速变化［３４３５］，而流体、矿物和变形构造均可影

响断层的愈合行为［３６３８］，此时的地震序列活动及其

控制因素非常复杂．本研究针对此阶段对余震序列

类型判定和强余震预测、余震序列短期概率预测等

的紧迫需求，讨论了截止震级 犕ｃ 的选取对ＥＴＡＳ

模型应用研究的影响．而实际上，准确把握此阶段地

震序列活动特征／趋势或震源区应力状态的变化，统

计地震学仅能反映一个侧面，更为直接的约束条件

还需要直接面向断层和震源区的震后快速钻探［３９］

等工作进行佐证．

为使研究问题简化，本研究采用了时间序列的

ＥＴＡＳ模型．实际上，目前已有多种形式的ＥＴＡＳ

模型，例 如 基 于 随 机 除 丛 法 的 时空 ＥＴＡＳ 模

型［４０４１］，考虑变化的背景地震活动的时间序列

ＥＴＡＳ模型
［４２］等．因此采用更为接近真实地描述地

震活动特征的模型，是本研究讨论的问题可进一步

开展之处．

本研究针对ＥＴＡＳ模型在地震序列参数的早

期特征和余震短期概率预测研究中的应用问题，重

点考察了不同截止震级 犕ｃ 选取对结果的影响．其

中，为考察ＥＴＡＳ模型对甘肃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

序列的适用性，使用了 ＡＩＣ 准则，并与修正的

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公式进行对比研究．为考察不同截止震

级犕ｃ的选取对ＥＴＡＳ模型参数估计的影响，设定

犕ｃ＝犕Ｌ１．０，１．１，…，２．５，分别考察了α值和狆 值

的稳定性，并与２０１３年芦山７．０级地震序列进行了

对比．为考察不同截止震级 犕ｃ 的选取对基于

ＥＴＡＳ模型和“瘦化算法”的余震短期概率预测结

果，设定 犕ｃ＝犕Ｌ１．０，１．１，…，２．５，并利用 Ｎｔｅｓｔ

方法进行了预测效能检验．上述研究获得了如下认识：

（１）对甘肃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序列，由于序

列早期阶段的复杂性，ＥＴＡＳ 模型相比修正的

ＯｍｏｒｉＵｔｓｕ公式更适用于对序列的拟合；

（２）截止震级犕ｃ对序列参数影响较大，其中对

α值的影响相对较小，狆值影响较大．因此，在地震

序列早期，对序列参数存在序列类型判定、后续强余

震估计等应用中，需要进行多个时间段和截止震级

的比较，谨慎应用．此外，由于犕ｃ对选取的影响，对

不同的地震序列进行比较研究时，需要在相同的犕ｃ

下进行分析、考察；

（３）截止震级 犕ｃ 的设定对余震短期概率预测

影响较大，对甘肃岷县—漳县６．６级地震，仅当犕ｃ＝

犕Ｌ１．０或 犕Ｌ１．１时可获得较好的预测结果．由此，

在使用不同的 犕ｃ 均可进行序列参数估计的情况

下，如何获得好的余震预测能力，需要分别考察不同

的犕ｃ下的预测效果，再进行“向前”的预测实践．

致　谢　研究中使用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全国地

震编目系统”提供的区域地震台网速报目录，日本统

计数理研究所庄建仓教授在访问地球物理研究所期

间编制、提供了ＥＴＡＳ模型和余震短期概率预测程

序，并予以了指导．两位评审专家的意见对本文质量

的提升帮助很大，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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