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edness and disaster reduction in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point OUt the status quo of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work of earthquake prepared— 

hess and disaster reduction，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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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地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刘启元 
—  — —  — — 一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北京，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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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蔓 随着宽额带地震观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垒球及区蛾数字地震观测台网的密度正在 

断如大 ，用于流动地震观测的竟频带地震仪的数量将鲑续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竟频带数 

字地震观测资料的积累速率按指数增长，这意味着震薄破裂过程及地球内部结构的高分辨事 

地震成像研究将成为21世纪地震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地震学与地球动力学研究的关系将甘楚 

蘩密，宽频带流动地震观测的作用和重要性必将与 日俱增。 

关一饲 兰! 苎 ·宽鞭带地震观测； 苎 堕· 竺竺兰一 

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对未来地震学发展的 

趋势进行全面预测是不可能的。本文的目的仅 

在于，通过对近 15年来地震学发展的概要回 

顾，谖一下作者对未来地震学发展的某些个人 

看法。 

地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涉及地震渡传播理 

论、震源动力学理论及相应的观测资料的解释 

和研究。但是 ，就其本质来说 ，地震学乃是一 

门观测科学。它的根本任务是利用地震观测资 

料研究地球内部结构以及地震的震源参数和动 

力学过程。地震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 ，和其 

他科学的发展一样 ，地震学的发展是在理论自 

身发展规律的指导下 ，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 

取得新的进展．这是我们展望下一个世纪地震 

学发展的基本哲学依据。 

1971年德国的 Berckhemer教授在世界上 

首次提出了宽频带地震观测的概念 宽频带地 

震观测意味着震源及地球内部结构的地震学研 

彩霞 ，教 
究的重点转向以地震波形的模拟为主。此后 ，在 

20世纪 70年代末，德国的维兰特 (Wielandt) 

和 Streckeisen在世界上率先研制成功 了速 度 

型片簧宽频带拾震器。在 8O年代中期蓟 90年 

代中期的 10多年中，随着宽频带数字地震观测 

技术的不断发展，宽频带地震观潮系统在全世 

界得到了迅速普及并逐步取代了原有的模拟及 

数字的窄带地震观测系统。到 1998年为止 ，在 

全球已建立了 107个宽频带地震台。在不久的 

将来，全球数字地震观测台网将扩展蓟 150个 ， 

台站间距达到 2 000 km左右。与此同时，宽频 

带数字地震观测数据量迅速增加。由上述情况 

不难看出，全球宽频带数字地震观铡台嗣发展 

的主要特点是台站数量 日益增加 ，台站分布 日 

趋均匀，台站间距正在逐步缩小，海洋 (或海 

底)台站的数量有较明显的增加。全球地震观 

测台网密度的增加意味着全球地震成像的空 间 

分辨率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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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强调的是 ，宽频带地震观测系统的建 

立和发展，大大推动了地震波形数据的研究。地 

震波形数据解释能力的提高意味着从地震观测 

数据中提取的信息量大大增加。事实上 ，正是 

由于波形数据解释能力的提高及宽频带波形数 

据的迅速积累，近年来才可能在地震矩张量、震 

源破裂过程、地球内部结构的横向非均匀性研 

究，特别是地幔和核幔边界横向非均匀结构的 

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在这方面 ，有关全球 

地幔柱的研究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因此 ，宽频 

带波形数据的模拟研究对于提高震源和地球内 

部结构成像的分辨率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宽频带地震观测系统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地震波 

形数据的研究构成了当今宽频带地震学区别于 

传统地震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在全球宽频带地震 台网迅速发展的同时， 

作为对固定地震观测台网的一个重要补充，以 

美国 PASSCAL计划为先导的大陆岩石圈宽频 

带流动地震 台阵研究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 

现在，美国 PASSCAI 中心拥有的宽频带流动 

数字地震仪已经达到 550台，并在全球 4O多个 

地区开展了各种类型的地震学研究。例如，在 

东非坦桑尼亚开展的克拉通地体深部结构地震 

台阵研究，在美国西部高原开展的横渡分裂及 

介质各向异性的流动地震台阵研究，在南美玻 

利维亚开展的深源地震及俯冲带研究，在中亚 

及我国新疆正在开展的天山动力学研究等。另 

外，以我国青藏高原深都结构探测和动力学研 

究为主要目标的INDEPTH计划，近 10年来已 

经先后开展了 3期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在1NDEPTH—II1计划中．流动宽频带地震台阵 

的作用进一步扩大，台阵观测仪器的数量已增 

加到60台．上述所有工作充分地证明了流动宽 

频带地震台阵观测技术在大陆动力学及高分辨 

率地球深都结构研究 中的独特作用和重要价 

值 。大陆岩石圈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研究正在 

迅速改变人们以往形成的传统观念。 

当前，流动宽频带地震台阵观测技术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系统的整体性需要进一步改进， 

观测系统的价格偏高。这给大型台阵的观测研 
— — ’0 —— 

究带来了困难。为此，美国地震学合作研究会 

(IRIs)正在组织开发流动地震台阵的卫星散据 

传输系统。实际上，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审设 的 

KENT观测台阵已可以通过因特 网络进行数 

据的实时传输。 

流动观测与固定观测台网的结合是当前地 

震观测技术系统发展的另一个趋势。藏动或半 

流动观测系统可与固定观测台站组成更为密集 

的观测网络，这对于特殊地区的专项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为了加大台网密度，提高地l成像 

研究的分辨率，以美国普林西顿大学为首的 

PEPP计划着力组织各中学开发 20位 AD的 

廉价宽频带数字地震仪。 

美国正在准备确立并实施所谓美国大陆台 

阵 (uS—ARRAY)观测计划 ，这个计划的主要 

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对北美大陆的地幔堵 构研 

究，以便进一步搞清楚壳幔之间运动船量的耦 

台关系。美国地震学家希望利用由 100台流动 

宽频带散宇地震仪组成的台阵观测系统，透过 

滚动探测研究，获得北美大陆壳幔结构的毫分 

辨率图像。这很可能将是美国在下个世纪第一 

个 10年的重要研究课题。 

综观世界备主要发达国家 (美国、誓国及 

日本等国)的发展动向，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 

论 ： 

(1)宽频带地震观测台网的散量和规模将 

成倍扩大，全球地震台网的密度将进一步增加 ， 

其分布将更加均匀合理，海洋观测将成为重点。 

(2)流动宽频带地震观测技术将进一步获 

得迅速发展，技术性能将明显改善．采用卫星 

传输的连续实时观测系统将在大型流动地震 台 

阵观测中获得广泛应用 ，从而使流动地震台阵 

观测系统的整体性获得明显改善，其空闯分辨 

率将大大提高 ，在关键地区的观测研究将达到 

公里级的分辨率 。 

(3)流动宽频带地震观测的作用和重要性 

将与 日俱增 ，流动宽频带地震观测技术在区域 

地震观测中也获得 日益广泛的应用。 

(4)垒球构造和区域构造的竟额带地震成 

像质量将大幅度提高．核曩结构和壳幔耦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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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研究将成为地震成像研究的重点，大陆动 

力学和全球动力学 的研究将取得突破性的进 

展 。 

我国的防震减灾工作对于上述发展趋势应 

该给以足够的重视，这是因为上述地震学研究 

进展将是推进我国防震减灾事业的重要机遇。 

近 15年来，我国在宽频带地震观测技术的开发 

和相应的理论研究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进步。 

中国数字地震台网建设计划的实施已取得了实 

质性的进展，这为今后我国宽频带地震学研究 

的发展无疑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技术基础。但是 ， 

总体上，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规 

模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由于高分辨率地震成 

像研究不但直接关系到大陆动力学，也直接关 

系到地震形成环境条件与形成机理研究 ，我们 

必须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力发展我国的宽 

频带地震观测技术，重点加强我国流动宽频带 

地震观测系统的建设，加速建立莸国的大型宽 

频带流动地震台阵观测系统。我们在延怀盆地 ， 

特别是在新疆伽师地区的研究结果已经表明， 

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观测技术对于揭示地震形 

成的环境条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配合 

相应的数值模拟研究，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观 

测研究给出的结果必将对研究地震形成的机理 

及其预测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收藕 日期 l 1999．II一29) 

Research on High Resolution Seismic Imaging：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Trend of Seism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Llu Qlyuan 

(Institute of Geology，CSB，Beijing，100029) 

Abstract A!ong with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broadband seismologic observation tech— 
niques，the density of global and regional digital seismologic observation networks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and the quantity of broadband seismograph using for mobile seismologic observation 

will rapidly increase．Meanwhile，the rate of accumhlation of broadband digital seismologic obser一 

"cation data is increasing exponentially，meaning that the research on high~esolution seismic ima· 

ging Of earthquake source rupture process and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earth will he all important 

development trend of seism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 on seis— 

mology and on dynamics of the earth will be closer and closer with each passing day，the role and 

importance of broadband mobile seismologic observation will certainly grow day by day． 

Key words seismologic observation technique}broadband seismologic observation；seismic 

imaging；high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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