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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及其周边地区地震目录初步分析 ’ 

徐伟进 高孟潭 李宗超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以蒙古国及其周边地区 ≥3．5级以上地震目录为基础数据，对该目录做了余震删除、时间 

完整性分析以及时间统计分布特征分析。结果表明，蒙古国 M>J3．5级地震完整记录起始时间为 1977 

年：』 ≥5．0级地震完整记录起始时间为 1945年； ≥6．0级地震完整记录起始时间为 1900年。删除余 

震后，蒙古国地震活动随时间变化基本平稳，时间统计分布特征符合泊松分布。并且在删除余震后， 

蒙古国地震活动仍有 6年左右的丛集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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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U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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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目录是地震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对地震目录的分析研究是地震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之 
一

。

一

般来说，地震目录的分析处理主要包括：余震删除、完整性分析、地震的时空特征分 

析等。 

本文通过中蒙两国地震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搜集整理得到了蒙古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 

目录。目前关于对蒙古国地震目录分析处理的工作还比较少见。为了使广大地震科研工作者 

能够进一步认识蒙古国的地震活动特征，以及使该目录能够方便地应用于蒙古国的地震危险 

性分析、地震预测等地震学研究中，作者对该 目录做了余震删除、时间完整性分析以及时间 

统计分布特征分析等工作。 

当前的地震危险性分析及地震预测模型中，大都将地震时间分布看成是泊松分布 

(Comell，1968；高孟潭，1996；胡聿贤等，2001；Kagan等，1994；Frankel，1995)。然而， 

小区域、短时间内的余震丛集是不符合泊松分布的，这就需要把余震从地震序列中删除。目 

前的余震删除方法主要有：时空窗法 (Utsu，1969；Gardner等，1974)、基于地震事件之间 

时空距离的链接法 (Resenberg，1985)、随机除丛法 (Zhuang等，2002)。Wang等 (2010) 

系统比较了几种余震删除方法的差异，结果显示，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哪一种方法更有优势。 

考虑到计算的简便和使用的广泛性，文中作者使用 Gardner等 (1974)的方法进行余震删除。 

地震 目录时间完整性分析是地震目录分析的重要工作。在地震预测、地震危险性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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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地震活动性研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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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一地区地震目录的可靠性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中作 

者将采用Albarello等 (2001)提出的新的统计方法对蒙古国的地震目录进行完整性分析。 

地震的时间独立性，即地震发生在时间上是一个泊松过程，是被地震学界广泛接受的假 

说之一，这一假说是地震危险性分析及其它地震学研究中的最基本理论之一。文中作者采用 

x2检验、K—S检验、游程检验 (Run—test)对蒙古国地震目录的时间统计分布特征做了初步分 

析。关于检验方法的详细介绍可参考 Gibbons等 (2003)的文章。 

1 地震目录及研究区 

文中采用的地震目录由两套目录合并而成。一套目录是中蒙边境中国一侧的区域台网记 

录的目录，另一套为蒙古国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记录的目录。由于两套目录中有相同的地 

震记录，因此在合并前进行了甄选和剔除，并对部分地震进行了重新定位。此外 目录中还包 

含蒙古国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整理的历史地震 目录。目录的起始震级为 Ms3．5级，记录周期为 

公元 l119—2Ol0年，共计 7500条。 

图 1为蒙古国及周边地区地震目录空间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蒙古国地震活动主要 

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地震活动较弱且较为分散。图中灰色粗边框以内的地区为 

文中的研究区域，作者将选取这一区域内的地震 目录进行分析。 

由于地震台网监测能力的差异，地震目录的完整性在空间上往往是有差异的，因此在进 

行地震目录的完整性分析时，可采用空间网格划分的方法进行计算。然而蒙古国地震目录样 

本较少，不适合采用空间网格划分的方法进行计算。因此，文中为了表示地震完整性的空间 

差异，根据蒙古国的地质构造及地震活动性分布划分了 l0个研究区域进行地震目录的完整性 

计算 (见图 1灰色区域)。图中用编号表示研究区域的名称，如 An表示第 n个研究区域。其 

中A0表示整个研究区域。 

图 1 蒙古国地震 目录空间分布及研究区示意图 

Fig．1 Epicentral distribution ofearthquakes( ≥3．5)reported in the Mongolian 

seismic catalog and study areas (gra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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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震目录余震删除 

在前言中已经简单介绍了地震 目录的余震删除方法。在目前的地震活动性研究中，特别 

是概率地震危险性分析及概率地震预测中，人们普遍采用 Gardner等 (1974)提出的时空窗 

余震删除方法，其主要原因是该方法简单易操作，并且具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基础。因此 

作者也采用这一方法进行余震删除。在该方法中，空间窗口是根据下式确定的 (Knopoff等， 

1972)： 

lgR =aM +b 

式中，a、b为固定参数值，a、b的取值分别为 0．5和一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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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不同震级地震的余震时间窗 (Gardner等，1974) 

Table 1 Time window algorithm for aftershocks with different magnitudes(Gardner et a1．，1974) 

丰震震级 (Ms) 持续时间 (天) 主震震级 (慨 ) 持续时问 (天) 

2．5 6 6．O 5lO 

3．O l1．5 6．5 790 

3．5 22 7．O 915 

4．0 42 7．5 960 

4。5 83 8．0 985 

5．O 155 8．5 985 

5。5 290 

图2为删除余震前后地震活动率的对比曲线，可以看出在未删除余震前地震活动率出现 

几个峰值，这是由于在这一时间有震级较大的地震发生，从而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余震事件。 

而在删除余震后，地震活动率不再有明显的峰值，背景地震活动随时问变化基本平稳。 

∞ 

1茜 

lO 

7． 

图 2 余震删除前后地震活动率比较 ( ≥3．5) 

Fig．2 Seismicrate asafunction oftimeforcluster(redline)and decluster(blueline)catalogs( 3．5) 



32 震灾防御技术 9卷 

3 地震目录完整性分析 

3．1 方法简介 

首先采用 Albarello等 (2001)提出的新的统计方法，分析蒙古国及其周边地区地震目录 

的完整起始时间。其方法为： 

假设一套地震目录是完整的 (假设 C)、具有代表性的 (假设 R)，则可将计算每年的平 

均年发生频次作为地震活动率，将其称为样本估计。一般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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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口 ，内观测到的地震活动率，z 和 ，应满足下式： 

( > ，)= (胛f<，z )=0．5 (1) 
式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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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段内地震目录 

是完整 的。 

为了实现上述假设，首先将地震 目录的时间段△ 以 为间隔分成 2N个不重合的子段， 

2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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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进制的随机变量 D： 

I Di=1，，2 > f+Ⅳ ，，、、 
IDi=0，ni<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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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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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个可用的地震目录子段，m为D=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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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的概率可用二项式计算： 

P(clR) (1一p) (3) 

根据式 (1)，P值取 0．5。这一概率主要依赖于假设 R的置信程度。概率值越小，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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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震完整的非条件概率： 

(C)= (R) (C1R) (4) 

式中， (R)表示地震目录在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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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假设 R的概率简单写为： 

fR1= 兰L (5) 
△ 

式中，△ 是采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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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的增大， (R)是线性递增的。 

联合式 (3)、(4)、(5)，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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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薹 。 ㈤ 
在上述中，△ = 一 ，Arm = 一 ，其中 为地震记录的截止时间， 为在每次 

循环计算时所采用的地震 目录的起始时间， 为所采用的整个地震 目录的起始记录时间。 

以上计算了 个 值时的 (C)值，其目的是找出最优的 作为完整目录的起始时间 ， 

这主要依赖于所采用的地震目录中需要有至少一个子目录是完整的。这就意味着：∑ =1。 

然而一般来说这是很难得到的，因此需要将 值重新标度，用以得到新的完整性函数， 

即： 

=  (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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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很好地计算完 

整时间 。因此，基于上述情况， 值可以用完整性函数 的中值来估计，即： 

其中 

∑ =0．5 
i=1 

这一估计的不确定性可以用四分位来计算： 

8T= 一 

： 0．75 

’

： 0．25 

(8) 

(9) 

3．2 结果分析 

文中主要分析了图1中 10个研究区域和蒙古全境 ≥3．5级地震的完整起始时间。此外， 

还分析了蒙古全境 』 5级和 』 6级地震的完整起始时间。 

表 2为各研究区地震目录的完整起始时间及其上下限。其中， 为完整起始时间： 为 

不确定性的上限值； 为不确定性的下限值。从中可以看出，蒙古国 ≥3．5级地震的完整 

起始时间大都在 1970年以后，误差约为±1O年左右。对于仪器记录的地震而言，这一完整 

起始时间相对较晚且离散度较大，这可能与蒙古国台网架设密度及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有关。蒙古国 ≥5．0级地震的完整起始时间约为 1945年前后，误差约为±15年；21／／>／6．0 

级地震的完整起始时间约为 1900年前后，误差约为±30年。可以看出，随着起始震级的增 

大，完整起始年的误差也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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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也导致了其完整起 

始年不确定较大。 

从表2第 3列各研究区的地震 目录完整起始记录时间可以看出，蒙古国及其周边地区地 

震 目录的完整起始时间具有一定的空间差异，这可能与每个地区地震仪器的布设密度有关。 



34 震灾防御技术 9卷 

在地震仪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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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素质以及该地区地震地质研究工作开展的早晚等也有 
一

定关系。 

表 2 各研究区不同起始震级地震目录完整起始时间 及不确定性 和 

Table 2 Completeness time values and uncertainty and values for seismic zones 

研究区 起始震级 

A1 3．5 l971 1965 l978 

A2 3．5 l980 1975 l984 

A3 3．5 l972 1965 l982 

A4 3．5 1974 1969 l980 

A5 3．5 l966 l959 l975 

A6 3．5 I967 l961 l976 

A7 3．5 l971 1966 l979 

A8 3．5 l972 l970 1980 

A9 3．5 l980 1975 l984 

A1O 3．5 1981 1979 1985 

AO 3．5 1977 1972 l982 

A0 6．O 1900 l880 1930 

AO 5．0 1945 l925 1960 

4 地震目录时间统计特征分析 

地震的时间独立性，即地震发生在时间上是一个泊松过程，是被地震学界广泛接受的假 

说之一，这一假说是地震危险性分析及其它地震学研究中的最基本理论之一。本文以地震时 

间分布符合泊松分布为零假设Ho，采用)(2检验、K—s检验、游程检验 (Run—test)对蒙古国 
地震目录在时间上是否符合泊松分布做了检验。并采用 Ripley’s K-function(Ripley，1976； 

1977)对地震时间的丛集特征做了分析。 

4．1 时间独立性检验 (Poisson检验)方法简介 

(1) 检验 

。检验法是在总体 的分布未知时，根据来自总体的样本，检验关于总体分布假设的 
一

种检验方法。使用 检验对总体分布进行检验时，首先提出的原假设为： 

H0：总体 的分布函数为Fo( ) 

然后，根据样本的经验分布和所假设的理论分布之间的吻合程度，来决定是否接受原假 

设时间相关性检验。 。检验的基本步骤为： 

①将总体 的取值范围分成 个互不重叠的小区间 ai1，i=1，2 记做4， ，⋯， 

②将落入第 k个小区间4 的样本值的个数记作 ，称为实际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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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根据所假设的理论分布，可以算出总体 值落入每个 的概率P ，于是，np 就是落 

入 的样本值的理论频数： 

P =P( ∈ )=P(ak一1≤ ≤ak)=Fo(ak)一F0( ～1) 

如何表示实际频数与理论频数的差异，Pearson(1900)引入了如下统计量来表示经验分 

布与理论分布的差异： 

一  

(nk—npk)。 
一

厶
k=l 

并且，Pearson(1900)还证明了当 ∞时，上述统计量可近似看作自由度为，一m一1的 

分布。因此根据这一理论，在给定显著性水平 时，可通过查表查得临界值 ，使 

P(Z > )= ，则拒绝域为 > (r—m一1)，其中m为理论分布中参数的个数。 

检验比较的是经验分布与理论分布概率密度函数的差异，并且在实际应用中第一步 

小区间间隔的选取是十分重要的。具体 。检验方法可参考 《应用统计学》(倪加勋等，1993)。 

(2)Kolmogorov—Smimov(K—S)检验 

Kolmogorov—Smimov检验是用来检验一组具有未知分布 的随机数是否来自某一个特 

定连续的分布函数 ，其原假设为： 

H0： ( )=Fo(X) 

Glivenko—Cantelli theorem (Gibbons等，2003) 认为，样本的经验分布函数 (empirical 

distribution function) (X)在所有的X值处为 (X)提供了点估计。因此在样本容量较大 

时，经验分布函数值与真实分布函数值的差别l (X)一 ( )l是很小的。因此Kolmogorov— 
Smirnov检验的统计量可写为： 

KS=max[Fo( )一 ( )l 

同样在给定显著性水平仅后，可通过查表获得统计量在该显著性水平下统计量的临界值。 

关于K-S检验的方法可参考 Gibbons等 (2003)的文章。 

(3)游程检验 (Runs—test) 

游程检验是一个以随机过程为平稳的且不具有自相关性为原假设的检验方法。在任何一 

个由实数组成的时间序列里，一个游程是指一个连续不间断的且具有相同符号的数值组成的 

子序列，并且时正、时负交替进行。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可以考虑关于样本均值的游程 

随机性，对于大于均值的数据将其定为正号，小于均值的数据定为负号。假设有Ⅳ个数据， 

其中P个定为正号数据，，2个定为负号数据，那么，得到的游程个数小于等于观测值 的概 

率为： 

㈤n_lp _ 1] 
] 

若 刀，P都大于 10，那么R的分布可以近似看成符合以均值为 ，方差为 的高斯分布， 

一I土 一 孚一 

+ 一+ 

nl上 V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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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豆： ， ：： 。显然，可以将该正态分布写成统计量为z：—R-
—

R 

／7+P 一 (，z+P)‘( +P一1) o"R 

的标准正态分布，在给定显著性水平后，就很容易求出拒绝域。关于游程检验可参考Gibbons 

等 (2003)的文章。 

(4)K-function丛集检验 
一

种广泛应用于估计单一点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否丛集的方法为 Ripley’S K-function 

(Ripley，1976~1977)。其定义为： 

K(t)=÷E(发生在以f为半径的时间范围内的事件数目) 

式中， 为单位时间或面积内的事件数目，即事件密度 (intensity)。 

对于一维的时间点过程K-function，可用下式进行计算： 
， ， ， 、 

1： ～ ‘ 7 

式中， 为总的时间段； 为总的观测事件数；t为时间；di 为时间i和时间，之间的间隔；1 

等于 1，若 <f，否则为0； 为边界修正项。 

为了更加直观地表现出点过程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分布特征，Hwang(2005)提出了关 

于时间点过程的 函数： 

三(f)=霞(f)一2t 

4．2 结果分析 

表 3为采用三种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游程检验和卡方检验，在 

显著性水平 a=0．05和 a=0．01的情况下，均接受地震 目录在时间上符合泊松分布这一假设。 

只是采用卡方检验时P值小于 0．1，接受H。的理由不是很强。采用 K—S检验，在显著性水平 

a=0．05时不接受Ho，在 a=0．01时接受 Ho，由此可以看出接受 H0的理由是比较弱的。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蒙古国及其周边地区地震目录符合泊松分布的理由是不够强的。这 

可能是由于背景地震活动的时间非平稳性决定的。为此，作者采用时间K-function分析方法 

研究了蒙古国及其周边地区地震目录的时间丛集特征。为了更加直观地表现出地震事件的时 

间丛集特征，往往把K-function换算成 L．function。关于K-function分析方法的具体介绍可参 

考徐伟进 (2012)的博士论文。 

图3为蒙古国及其周边地区地震目录 L—function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图中黑线表示泊 

松分布 L 一f的理论值。实测数值若在黑线之上表示事件具有时间丛集性；实测数值若 

在黑线之下则表示事件分布为规则分布，实际计算中这一现象往往是由边界效应造成的。 

图中红线为采用未删除余震的地震目录计算得到的L ，)一t值，可以看出未删除余震地震 

目录的L 一f值基本在黑线之上，说明地震目录在时间上是丛集的。一般认为，L 

一 f值的峰值所对应的时间为丛集周期，因此，从红线可以看出未删除余震的目录具有 6年 

和 15年左右的丛集周期。图 3中蓝线为删除余震后地震 目录的L 一f值，可以看出蓝 

线在 6年左右的时间点对应一个峰值，而后 L ／)一f逐渐减小，趋近于黑线。这意味着， 

即使在删除余震后，地震 目录仍具有 6年左右的丛集周期，说明蒙古国及其周边地区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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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具有时间非平稳性。 

表 3 删除余震后的地震目录卡方、K．S及游程检验结果 

Table 3 Result ofX2．test，K-S test， Run—test for decluster catalog 

检验方法 检验统计量 P值 a=0．05是否接受 H。 a=0．01是否接受H0 

Test >10000 0．062 足 是 

K—STest 0．050 0．032 否 是 

RU[ISTest -0．449 0．152 是 是 

4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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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S 0 

． 100 

．200 

． 300 

_4OO0—— 1⋯0‘一00一 ⋯一 ⋯ 3～0～00000 2000 3000⋯⋯4—0—00一一 50—0—0⋯——60—0⋯0⋯⋯一7—00—0 ⋯ 8000 - 

Time／days 

图 3 蒙古国地震 目录时间 L—function变化曲线，红色曲线为未删除余震的地震 目录的 

L．function变化曲线，蓝色曲线为删除余震后的地震 目录的L．function变化曲线， 

黑线为泊松分布L．function理论值 

Fig．3 L (f)-f value as a function oftime for cluster (red curve) and decluster 

(blue curve) catalog．Black curve shows theoretical result of Poisson Model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对蒙古国及其周边地区地震目录的初步分析，作者认为，蒙古国 ≥3．5级地 

震完整记录起始时间为 1977年；M≥5．0级地震完整记录起始时间为 1945年；M≥6．0级地 

震完整记录起始时间为 1900年。地震目录完整记录起始时间具有一定的空间差异，这可能与 

每个地区地震仪器的布设密度有关，在地震仪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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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素质以及该地 

区地震地质研究工作开展的早晚等也有关系。 

研究还表明，删除余震后蒙古国地震活动随时间变化基本平稳，时间统计分布特征符合 

泊松分布。但是在删除余震后，蒙古国地震活动仍有 6年左右的丛集周期，这说明蒙古国及 

其周边地区地震活动具有时间非平稳性。地震活动在时间上表现出的非平稳性，可能是由于 
一 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①在强震发生后，其形成的破裂带会长期控制该区域的地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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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特征，从而地震活动呈长期丛集；②地震构造的活动速率 (如：滑移、蠕动等)是随时间 

变化的(Lombardi等，2007)；③区域或全球范围内长期应力变化的相互影响(Ogata等，1991)。 

因此，在以后的地震危险性估计中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估计地震活动率，应当充分利用地球 

物理、大地测量、地球动力学等方面的资料对地震的活动趋势进行研究，以减小地震活动的 

非平稳性对地震活动率估计值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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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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Seismic Catalogs 

Reported in M ongolia and Surrounding Area 

Xu Weijin，Gao Mengtan and Li Zongchao 

(Institute ofGeophysics，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do a preliminary an alysis for the seismic catalog reported in Mongolia， including 

aftershock declustering，analysis ofcompleteness and time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seismic 

catalogs ofmagnitude~eater than or equal to 3．5， 5．0 and 6．0 can be considered complete after 1977，1945 an d 

1900 respectively．After declustering，the seismic rate of Mongolia tends to be stationary with the time an d 

earthquakes occurring follows the Poisson process．Additionally，there is a cluster period with 6 years in the seismic 

catalog ofMongolia after declustering． 

Key words：M ongolia；Earthquake catalogue；Analysis of completeness；Aflershock declustering；Time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