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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及周缘地震目录完整性统计分析 

徐伟进，高孟潭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 地震 目录资料是进行地震预测、地震危险性分析、地震活动性研究等地震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对地震 目录资 

料的完整性可靠性分析是地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近几十年来我国积累的大量的仪器地震记录，历史地震也 

在不断更新，为地震活动性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样本，因此有必要对新的地震 目录进行完整性分析．本文采用了 

新的统计方法对我国仪器记录地震 目录和历史破坏性地震目录进行了完整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仪器记录地震 

目录(M≥3．O)我国东部地区 1975年后基本完整，西部地区 1980年后基本完整．对于历史地震 目录(M≥5．O)，东 

部地区 1500年后基本完整，西部地区 1950年后基本完整．考虑到华北地震区历史破坏性地震(M>j4。 )活动的时 

间非平稳性，我们采用突变点分析法研究了华北地震区历史破坏性地震 目录的时间特征，得到了华北地震区地震 

活动周期性变化的突变点位置，并揭示了华北地震区历史破坏性地震 目录完整起始时间约为公元 150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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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leteness of earthquake catalogs in China mainland 

xu Wei—Jin，GAO Meng—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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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Earthquake catalogs are the basic data for earthquake prediction， seismic hazard 

analysis and other seismological studies．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leteness and reliability of 

seismic catalogs is one basic work of seismology．In recent decades，our country has accumulated 

a large number of catalogs of instrumental and historical of destructive earthquakes． These 

catalogs provide rich samples for seismicity study．So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completeness 

of these catalogs．In this paper，we use several statistical approaches to conduct this work．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instrumental earthquake catalogs for magnitude equal to 3．0 or greater can 

be considered complete after 1975 for eastern Chinese mainland and after 1980 for western China． 

The historical catalog for magnitude equal to 5．0 or greater can be considered complete after 1 500 

for eastern C hinese mainland and after 1 9 50 for western China．Considering the temporal non— 

stationary of the historical destructive earthquake catalogs in North China， we analyze the 

completeness of earthquake catalogs for this region by using Change—point analysis method．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historica1 destructive earthquake catalogs in North China can be considered 

complete after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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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震目录是指按照时间顺序，对地震的时、空、 

强等参数进行收录，编辑成册的目录资料．在对一个 

地 区的地震活动性进行研究时，对该地区地震 目录 

的分析是基本前提，我国地震 目录主要包括现代仪 

器记录目录和从古代文献记载中收集总结的历史破 

坏性地震目录．在地震 目录的收集过程中由于搜集 

程序、数据分析方法及可用信息的不同，这些 目录在 

不同的时空范围内往往具有不同的完整性水平．对 

于仪器记录地震来 说，由于不同时期 台网密度 的变 

化以及求取地震震级参数和方法的变化也导致汇编 

的地震目录在时空上具有不同的完整性水平．对于 

历史地震 目录，由于缺少完整的记录文献 ，以及遇战 

争、自然灾害等导致记录文献的丢失损毁，因此人们 

收集整理的目录往往是缺失的，年代越久远地震目 

录丢失的概率就越大． 

在地震活动性研究中，不完整的地震 目录会给 

地震活动性参数的估计带来偏差，因此在研究一个 

地区的地震活动性时分析这一地区的地震 目录可靠 

性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国内外学者提 出了多种方法 

来分析地震目录的完整性：在地震危险性分析中最 

常用的是 Gutenberg-Richte关系曲线(Gutenberg and 

Richter，1944)(简称 GR关 系)和时间累计 频度 曲 

线的线性是否良好来确定某一起始震级的地震目录 

是否完整 (Franekl et a1．，1996；KaIka and Levin，2000； 

、徐伟 进和高孟潭，2012b，2012c)．Wiemer和 wysS． 

(2000)及 Woessner和 Wiemer(2005)等采用 GR关系 

的拟合优度来分析仪器记录的地震目录完整性．由于 

GR关系是一个对数线性公式，对于小震 的缺失并不 

敏感，即使在小震有大量缺失的情况下也可能得出良 

好的G-R关系曲线(任雪梅，2011)，因此采用 G-R关系 

来判别地震目录的完整性可能并不可靠，特别是对历 

史地震目录的完整性分析，这一方法可能并不适用． 

此外 还 有其 他学 者 提 出了多种 统 计方 法 

(Stepp，1971；Caputo and Postpischl，1974；Bath， 

1983；Tinti and M ulargia，1985a，b；M ulargia and 

Tinti，1985；M ulargia et a1．，1987a，b；Rydelek 

and sacks，1989；Rotondi et a1．，1994)用于地震 目 

录的完整性分析．然而 Albarello等(2001)认为上述 

统计方法中学者们均假设地震时间过程是一个平稳 

过程，并且忽略了以下两点：(1)在分析地震 目录时 

未考虑所采用的地震目录是否具有代表性，所谓代 

表性即地震目录的记录周期能够跨越地震的复发周 

期且能够反应地震发生过程的统计特征；(2)所分析 

的地震 目录并未包含至少一个完整的子 目录，且这 

一 子目录的地震活动率不能代表实际的地震活动 

率．因此 Albarello等(2001)考虑了上述两点要素， 

改进了 Mulargia等(1987a，b)的半定性方法 ，提 出 

了一种新的统计方法． 

我国具有丰富的仪器和历史地震记录，对于地 

震 目录的分析也从来没有停 止过．Lee和 Brillinge 

(1979)采用点过程分析的手段企图建立一个不完整 

的地震目录数据库模型；刘杰等(1996)采用 Tinti 

和 Mulargia(1985a)的方法分析 了华北地 区的地震 

目录完整性 ；汪雪泉和潘坚云 (2002)采用 了 Fisher 

的时序分割法研究了华东地区的地震 目录完整性； 

黄玮琼等(1994a，b)采用多种统计手段研究了华北 

地震区及全国地震带不同起始震级地震目录的完整 

起始时间．此外，苏有锦(2003)、王海涛等(2006)采 

用 GR关系拟合法分别研究了川滇地区和新疆地 

区地震目录的完整起始时间．Mignan等(2013)采用 

Bayesian magnitude of completeness(BMC)方法分 

析了中国大陆仪器记录地震 目录的完整性．显然上 

述分析方法大都是基于 G-R关系进行的，有些方法 

还需要用到地震台站的经纬度数据．这些方法仅适 

用于仪器记录地震 目录较为丰富的地区，对于历史 

地震目录，上述方法大都并不适用． 

本文将采用 Albarello等 (2001)提出的新 的统 

计方法分析了我国大陆地区历史强震记录和仪器记 

录地震目录的完整起始时间．并且特别地采用变点 

分析法分 析 了华 北地震 区历 史破 坏性 地震 (M≥ 

4。 )的地震活动率的突变点及地震目录完整性． 

2 地震 目录及余震删除 

文中主要分析了我国大陆仪器记录的地震 目录 

和历史破坏性地震记录．研究所用的历史强震资料 

来源于《中国历史强震 目录(公元前 23世纪一公元 

1911年)》(国家地震局震 害防御 司，1995)，1912— 

1990年的资料来自《中国近代地震目录 (公元 1912一 

公元 1990年)》(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1999)， 

1990年以后的资料来 自中国地震局的地震 目录，台 

网数据来源于各省的地震监测报告和中国地震局的 

地震 目录． 

在进行地震 目录完整性分析之前往往需要删除 

目录中的余震和前震．目前世界各国的地震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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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考虑到计算的简便和工程应用上的可操作 

性，普遍采用 Gardner和 Knopoff(1974)提出的余 

震删除方法．文中也采用这一方法进行余震删除．该 

方法 中，空间窗 口由下式确定 (Knopoff and Gardner， 

1972)： 

lgR — aM —l—b 

其中，R为地震破裂长度 ，M 为地震震级 ，a、b为 固 

定参数值，根据搜集到的不同震级地震的破裂长度 

回归得到．在 我 国 a、b的取值分别 为 0．5、一1．78 

(刘杰等 ，1996)． 

时间窗 口根据表 1给 出．震级不在表中的根据 

线性插值得出． 

图 1为我国大陆及周缘地区 1970年以来 M≥3．0 

级以上主震空间分布图．图239我国大陆及周缘地区 

表 1 不 同震级地震的余震时 间窗 

(Gardner and Knopoff，1974) 

Table 1 Time window algorithm for aftershocks 

(Gardner and Knopoff。1974) 

主震震级(Ms) 持续时间(天) 主震震级(Ms) 持续时间(天) 

2．5 6 6．O 51O 

3．0 11．5 6．5 790 

3．5 22 7．0 915 

4．0 42 7．5 960 

4．5 83 8．0 985 

5．0 155 8．5 985 

5．5 290 

公元 1000年以来M≥5．O级历史强震空间分布图． 

3 方法 

3．1 方法简介 

文中首先采用 Albarello等 (2001)提出的新 的 

统计方法分析了我国大陆地区历史地震目录和仪器 

记录地震目录的完整起始时间．该方法简介如下： 

假设一套地震目录是完整的(假设 C)、具有代 

表性的(假设 R)．在分析的地震 目录 中存在时间跨 

度为 △丁的地震子 目录 ，在 △了、内，(1)地震 目录具 

有代表性，所谓代表性即地震 目录的记录周期能够 

跨越地震 的复发周期且能够反应地震发生过程的统 

计特征(假设 R)。其数学表达将在下文中描述 ；(2) 

所分析的地震 目录包含至少一个完整的子 目录 ，且 

这一子 目录的地震活动率能够代表实际的地震活动 

率(假设 c)．下文中详细推导了关于上述两个假设 

的条件和非条件概率表达式．满足上述两个假设 的 

概率最大的子 目录则认为是完整的子 目录． 

把计算得到的每年的地震发生频次作为地震活 

动率，将其称之为样本估计．这里计算的地震活动率 

是符合泊松分布的，但是根据 中心极限定理 ，可以近 

似将其看作是符合高斯分布的．由于高斯分布的对 

称性 ，在两个不 同时间段 和 △￡，内观测到的地震 

活动率 j和 ，应满足下式 ： 

P( > ，)一 声( 。< ，)===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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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大陆及 周缘公元 1970年 以来 M≥3．0级地震空 间分布 

Fig．1 Epicentral distribution of earthquakes(hq'~j 3．0)reported in the China S instrumental seismic 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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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大陆及周缘公元 1000年以来 M≥5．0级地震空间分布 

Fig．2 Epicentral distribution of earthquakes(M ≥ 5．O)reported in the China S historical seismic catalog 

其 中 P是相关概率．如果接受假设 R，即地震的发生 

是一个独立 的过程，那么就认 为在 △T时间段 内地 

震 目录是完整的． 

为了实现上述假设 ，首先把地震 目录的时 间段 

△T以 & 为间隔分 成 2N 个不 重合 的子段，2N 一 

△ ．对于每一子段 计算该段内的地震活动率 

n ，基于这些地震活动率定义一个二进制随机变量 D： 

f D 一 1，” > hi+N ⋯ 

1 D，一0，ni<ni+N’ 
实际上变量 D是地震 目录前一部分地震 活动 

率和后一部分地震活动率的比较．若 D一0的次数 

较多就意味着时间较早的地震有缺失，地震 目录完 

整程度下降． 

对于 N 个可用 的地震 目录子段 ，m为 D—O的 

次数．如果 目录是完整的，那么实际观测中计算得到 

的次数大于等于 的概率可用二项式计算： 
N r， _ 

P(Cl R)一 l_ ·(3) 

据(1)式 值取 0．5．这一概率主要依赖假设 R 

的置信程度．概率值越小意味目录完整程度越低． 

上述过程是地震子 目录在整个 目录中具有代表 

性的条件下其完整性的概率．显然希望得到的是某 

一 具体实际段 △T，内地震完整的非条件概率： 

P (C)一 P (尺)P，(C l R)， (4) 

其中 P (R)表示地震 目录在 时间段 △丁，内具有统 

计代表性 ，即假设 R的置信程度． 

为了估计假设 R 的概率 ，应 当考虑地震孕育过 

程的长期统计特征，当然这一概率并非是一个先验 

概率．假设 R的概率简单写为 

R)一 ， (5) 

其中 △丁⋯ 是采用 整个地震 目录的记录周期．k是 

一 个大于 1的定值．因此随着 △丁 的增大 P (R)是 

线性递增的． 

联合(3)、(4)、(5)式 ，则 ： 

c 一 薹 J． 
(6) 

上述中△丁 一T 一11 ，△T 一T 一T。，其中 

T。为地震记录的截止时间，T 为每次循环计算时 

所采用的地震 目录的起始时间，T 为所采用的整个 

地震 目录的起始记录时间． 

上述计算了M 个 T 值时的P (c)值，本文目 

的是找出最优的 T 作 为完整 目录的起始时间 T ， 

这主要依赖于本文所采用 的地震 目录中需要有至少 

一 个子 目录是完整的．即 ’ P，一 1．然而这是很难 

得到的，因此需要将 P 值重新标度来得到新的完整 

性 函数 ，即： 

Pi*一} ， (7) 

∑P， 

P 的使用让我们在即使完整性函数不是很规则或 

二项分布的情况下也能很好的计算完整时间 丁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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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于上述情况，丁 值可以用完整性函数 P 的中 

值来估计，即： 

I∑P 一0．75 
其中 ． 

I∑P 一0．25 
L i一 1 

整起始时间的概率密度分布图．从图 3a中可以看 出 

历史强震的完整时间主要集中在 1800年左右 ，从图 

3b中可以看 出仪器记 录地震 的完整起始时间主要 

集中在 l980年左右，与已知的完整起始时间保持一 

致．这一结果说明了采用上述方法进行地震 目录完 

整性分析是有效 的． 

此外 ，还计算了上述方法 中样本尺度与样本丢 

失率对完整起始时间的影响．图 4a为目录完整起始 

时间及其不确定性与样本量 的关系曲线 ，可 以看出 

在样本长度少于 40时计算得到的完整起 始年偏离 

理论值很远，但理论值仍在估计值不确定性区间内． 

当样本长度大于等于 40时计算得到的估计值在理 

论值附近，绝对差值不超过 2O年．因此在下文的计 

算 中以 40为计算所需要的最低样本长度．图 4b为 

采用模拟记录计算得到的完整起始年估计值随样本 

丢失率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在丢失率较小时，估计 

值与理论值相差较大，随着丢失率的增大，计算得到 

的完整起始年估计值有变大的趋势 ，特别是在丢失 

达到 80 时，计算得到的估计值不确定性 的下限已 

与理论值相当大小．因此对于丢失率较大 的历史地 

震事件，计算得到的完整起始时间可能偏于保守；而 

对于丢失率较小的仪器记录地震 ，计算得到 的完整 

起始年可能比实际值偏小．然而考虑到计算结果的 

不确定性较大，因此把计算得到的完整起始年估计 

值作为地震 目录的完整起始时间是较为可行的，可 

以用来分析研究． 

4 中国大陆地震 目录完整性分析 

4．1 历史地震 目录完整性分析 

采用上一部分描述的统计方法 ，分析了我 国大 

图3 采用 1000次模拟目录计算得到的完整起始年分布直方图 

Fig．3 Frequency of completeness time values obtained after the analysis of 1000 synthetic cata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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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样本量及(b)地震丢失率对分析方法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a)sample size and(b)loss rate on statistical method 

陆地区历史地震的完整起始时间的空 间分布．将研 

究区域分成 400 km×400 km 的网格 ，以 200 km为 

滑动窗 口，对于地震频 次大于 40的网格进 行 了分 

析．图 5可以看出华北地震 区历史地震的完整性最 

好 ，该地区的 M≥5．0历史地震在 1500年左右时基 

本完整的；华南地震带南部历史地震也在 1500年以 

来基本完 整；我 国西 部绝 大部 分地 区历 史地 震在 

1900年后才是 完整的 ，其 中大部分 地 区是 在 1920 

年甚至 1950年后 M≥5．0级地震才基本不漏．东北 

地震区由于历史地震较少，没有统计意义，因此无法 

统计 网格内的历史地震完整性 ，对于整个东北地 区 

的历史地震完整性在下文中有具体分析．因此总体 

上来说我国东部地区 M≥5．0级地震在 1500年 以 

后是基本完整的，可以用来分析研究．西部地 区 

1950年以后历史地震 目录是完整的． 

4．2 仪器记录地震 目录完整性分析 

从图 6可以看 出我国东部大部分地区 M≥3．0 

级地震在 197O一 1975年以后是完整的；西部大部分 

地区特别 是 西藏 和新 疆地 区 M≥ 3．0级地 震 在 

l980甚至 1985年 后是完整的．川 滇地区历来是地 

震研究的热点地区，其观测能力较强，可以认为这一 

地区 M≥3．0级地震 l975年以后是完整的． 

此外，分析了东北 、华北 、华南 、新疆 、青藏高原 

及川滇地震区不同震级地震的完整起始年及其不确 

定性．对于 M≥3．0级的仪器记录地震：在华北、东 

北 、华南 及川滇地区可 以认 为 1975年 以来是完整 

的；在新疆和青藏高原地震区可以认 为 1980年来是 

完整的．对 M>5．0级 的破坏性地震 ：华北和华南地 

区可以认为 l500年以来是完整的；东北地震区可以 

认为 l920年以来是完整的；新疆和青藏高原地震区 

1950年左右 以来是完整 的；川滇地 区 1900年左右 

可以认 为是 完整 的．还计 算 了部 分 地 区M≥6．0、 

M≥7．O级地震的完整起始年，具体数值见表 2，其 

中 T 为完整起始时间，T．．为不确定性的上限值， 

T，为不确定性的下限值． 

从表 2中还可以看出震级越高其完整起始年的 

不确定性越大 ，完整起始年 的不确定性能达到几十 

甚至上百年．这是由于随着震级的增大 ，地震事件样 

本长度急剧减小，从而导致了不确定性的增加，其次 

对于大地震来说其复发周期很 长，目前 的地震记录 

周期无法覆盖其复发周期，从而也导致了其完整起 

始年不确定较大． 

5 华北地震区历史破坏性地震完整性 

分析 

特别地 ，由于华北地震 区历史地震记录较为丰 

富且地震活动具有周期性．鉴于华北地 区重要的地 

理位置，又采用变点分析法分析了华北地震区历史破 

坏性地震(M≥4 ／()的完整性及活动周期性． 

变点分析广泛应用于以时间排序数据的分析， 

如股票变化、历年赤字变化情况等(Taylor，2001)． 

变点分析法具有探测 多变点问题的能力，并且其能 

够提供变点发生的详细信息，如变点发生的显著性 

水平及变点发生的置信区间．将这一方法应用到华 

北地震区破坏性地震序列的分析中． 

采用累计求和(Cumulative sum，CUSUM)(Pettitt， 

1980)及自举程序法(bootstrapping)(Efron and Tibshirani， 

1993)分析了华北地震区破坏性地震的周期性其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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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陆地历史地震 (M≥ 5．O)完整性空 间分布图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completeness time r，f 

for the magnitude grater or equal to 5．0 of China mainland 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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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国陆地仪器记录地震(M≥3．O)完整性空间分布图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completeness time 

for the magnitude grater or equal to 3．0 of China mainland catalog 

首先根据华北地震区的历史强震，统计了公元 1200 

年以来每 10年尺度的地震发生频度，设为 R ，R ， 

⋯

， R ．则累计和求取步骤为 

计算平均值 一 R +R2+⋯+R̂， 

设零点处的累积和 S。一 0． 

500N 

40。N 

30。N 

20。N 

50。N 

40。N 

30。N 

20。N 

将前一个点的累积和加上该点值与平均值的差 

值取得当前点的累积和： 

S — SH + (R 一 ) i一 1。2，⋯ ，N． 

图 7b为华北地震区 1O年尺度地震发生频度的 

累积求和图，从图中可 以看出地震 发生频度至少有 

3个 突变点．将 图7a和 图7 b对 比发现每个 突变点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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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地震 区不 同起 始震 级 目录完整 

起 始时间 T 及不确定性 T 和 Tl 

Table 2 Completeness time T values and uncertainty 

and TI values for seismic zones 

图 7 (a)华北地震区地震发生率 

随时 间变化 曲线 及(b)累计求 和图 

Fig．7 (a)Seismic rate as a function of time and(b)Cumulative 

sum as a function of time for Northern China catalog 

对应地震活动活跃期的结束或开始． 

为了确认突变点确实存在，用自举程序法来求 

取变点存在的置信水平．首先将累积和变化程度的估 

计值定义为Sa 一s 一 ，其中 S 一 max S ， 
0 ⋯ ．N 

S 一 rain S ．下 面用 自举程 序法来确定这 一变 

化程度在多大的置信范围内．对于自举程序法每次 

抽样的步骤为 

从原始的R ，i一 1，2，⋯，N中有放 回地随机抽 

取 N个值，记为 R ，R ，⋯，尺 ． 

根据抽取的样本计算自举累积和，记为s ，s ，⋯， 

s ．计算累积和的最大值、最小值及其二者的差值 

sbm ，s s 查看求取的s 是否小于采用原始 

数据计算得到的S洲． 

本文中抽样次数为 1000次．采用 自举程序法抽 

取的样本可以用来代表随机记录的数据，从而计算 

在数据没有变点的情况下的累计求和值 s ，通过 

大量的自举样本可以计算出大量的s ，观察 s‰ 

的分布情况．若原始数据中没有变点 ，那么根据原始 

数据计算得到的 S叫 与采用 自举样本计算得到的 

s 应该具有相当大小的值．若原始数据具有变点， 

则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到的S r应大于绝大数自举 

样本计算得到的s 

通过上述的 1000次抽样可求得 1000个 s ， 

那么变点存在的置信水平可用下式来计算： 

Confidence Level一 10o ． 
上U UU 

图 8为 1000个 s 的概率分布图，图中黑色竖 

线为采用原始数据计算得 到的S ，可以看出采用 

自举程序 法计算 得到 的 s 绝大部 分是小 于 s 

的，根据公式计算得到的置信水平为 99．6 ．这是 

变点存在的一个很强的证据． 

在确定 了突变点 的存在后 ，是找准这个突变点 

的位置．文中采用计算平均均方误差的方法来判断 

变点位置．平均均方误差计算公式为 

图8 1000次自举抽样求得的s‰概率密度分布图 

Fig．8 Probability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s obtained 

after the analysis of 1000 bootstrapping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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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E(”1)一 (R 一R ) + (R 一 2)z． 
I l ，， l 

m N 

∑R ∑R， 
其中，R 一 一，R。一 f_ ，”z为变点，不断变 

，， 』 —— ， 

化变点，当使 MSE值最小的 Ⅲ 即为变点位置． 

图 9为华北地 震 区 MSE值 随时间变 化 的曲 

线，在 丁一1480年左右 MSE取最小值．这说明 T一 

1480年时华北地震区破坏性地震发生频 度一个变 

点位置．在寻找到一个变点后，观测数据便以变点为 

分界点被分成两个部分．对于每一部分数据可以重 

复上述步骤，计算每一部分的变点位置及置信水平 

和置信区间．表 3为根据变点分析法求得的 3个变 

点位置．比较图中的 7(，I．b)，可以发现 3个变点分 

别对应华北地 震区第一活跃期 的起点 、第一活跃期 

的结束点(平静期的起始点)及第二活跃期的起始点． 

根据分析得到的变点 ，比较了华北地震 区第一 

活跃期与第二活跃期地震活动率．图 1O为两个活跃 

期地震活动率的分布 图，采用 Mann-Whitney U-test 

(Weiss and Hassett，1982)分别检验了两个活跃期地 

震活动率中值和均值的差异性 ，零假设为两个活跃 

期的地震活动率是相同的．计算得到的 一0．53，这 

【矧9 均片误差随时 问的 变化 曲线 

Fig．9 MSE as a function of time 

表 3 变点位置及其置信区闻和置信水平 

"Fable 3 The locations of changepionts and confidence interval， 

confidence level 

图 10 华北地震 区两个活跃期 

历史地震地震活动率差异检验 

Fig．10 Statistical test for different of rates 

of two periods earthquake in Northern China 

说明两个活跃期的地震活动率中值在显著性水平 

a一0．05下无明显差异，或者说其差异无统计 意义， 

即无法拒绝零假设．此外，从图l0中可以看出两个活 

跃期地震活动率的平均值差异要大于中值，经检验 

P一0．06，在显著性水平为0．05下，我们具有较弱的 

理由拒绝均值具有差异性．然而通过观察两个活跃 

期地震活动率的分布情况，发现采用中值进行比较 

比采用均值更加合理．因此可以认为华北地震区两 

个活跃期地震活动率是没有差异 的，这也再次证 明 

了华北地震区从第一活跃起来地震记录是基本完整 

的，即公元 1480年以来华北地震区破坏性地震 目录 

是基本完整的． 

6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的研究认为 ，对于仪器记录(M≥3．0) 

的地震 目录：中国东部大陆地区 197O 1975年以后 

是基本完整的；中国西 部地 区 1975⋯1980年后基 

本完整．对于历史地震(M≥5．0)地震 目录：中国大 

陆东部 1500--1550年后可以认为是完整的，这与黄 

玮琼 等 (1994a)结 果是 基本 一致 的；西 部 19O0一 

l950年后可以认为是完整的．由于统计方法的不确 

定性受样本量的影响，因此对于样本量大的仪器记 

录地震 目录完整起始时 间的不确定性较小，而历史 

地震目录由于地震样本量较小，不确定性则大一些． 

考虑到华北地震区拥有丰富的历史地震 目录。 

并且华北地震区地震活动 的非平稳性 ，又采用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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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法分析了华北地震区历史地震 目录的完整起始时 

间．结果表明华北地震区历史破坏性地震 目录(M≥ 

4。／：)在 1480年左右以后是基本完整，这与采用 

Albarello等 (2001)方法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并且 

通过突变点分析对华北地震区地震活动的周期性有 

了定量的认识． 

另外 ，从图 5和图 6中可 以看出我 国地震 目录 

完整起始时间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对于仪 

器地震 目录来说这可能跟每个地区地震仪器布设密 

度有关，在地震仪布设密度较大的地区，地震监测能 

力强，地震的完整起始时间就稍早一些，反之则稍晚 

一 些．此外与仪器性能、人员素质等也有关．对于历 

史地震 目录，在地理条件较好，经济较发达人口较多 

的地区(如我国东部地区)，发生的地震能够被人们 

感知，得以记录并保存下来，因此地震目录的完整起 

始时间就早．在地理环境恶劣的地区(如我国西部地 

区)，人 口稀少 ，社会发展较为落后 ，发生 的地震往往 

无法完全记录，因此历史地震在 20世纪 中期 以后才 

能完整记录．此外战争、自然灾害等事件也会导致历 

史地震记录的丢失或者漏记． 

文中以400 km×400 km的网格和地震区为数 

据集单元，分析了两个尺度上地震目录的完整性．单 

纯从数学上来说，数据集单元(研究区域)尺度的变 

化导致的是地震 目录样本量 的变化 ，在样本量达到 

文中所要求的40的前提下，数据集范围的变化不会 

导致结果有较大差异．但是地震 目录的完整性是具 

有空间差异的，若选取的数据集范围地震 目录记录 

能力空间差异较大，则将对最终分析结果有明显影 

响．因此文 中为了表现地震 目录完整性的空间差异 ， 

采用的是 400 km×400 km 的网格进行精细分析． 

同时为了满足地震学和工程地震学中对地震区中地 

震 目录完整性的需求 ，又分析 了地震 区的地震 目录 

完整性．地震带中地震目录的完整性和其所处地震 

区的地震 目录完整性基本相 同，差异在地震区地震 

目录完整性分析结果的误差范围内．研究认为结合 

400 km×400 km 网格的地震 目录完整性和各个地 

震区的地震 目录完整性，人们可基本确认所感兴趣 

的地区地震 目录的完整起始时间． 

地震 目录的收集和编 目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 

采用统计方法对地震 目录的完整性进行研究是一种 

很有效的手段．文中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不要求地 

震目录满足何种分布，不依赖地震 目录的G-R关系 

拟合优度，不需要用到记录地震事件的台站位置．并 

且该方法对于分析历史地震 目录的完整性尤其适 

用．本文的研究得到了中国大陆地震目录的完整起 

始时间及其不确定性．这些结果对于地震活动规律 

研究和工程应用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结果也可以供 

其他学者进行对比研究使用，得到的完整的地震 目 

录可以作为地震学研究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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