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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当科学界对强震短临预报研究一筹莫展的时候，大自然送来了一份珍贵的礼物———某些强震在发生前数

十小时出现的“震前扰动”现象．本文依据“武汉大地测量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ＬａｃｏｓｔｅＥＴ重力仪观测发现汶川

大地震前约４８小时的“震前扰动”现象和随后的一系列研究，分析了地震预报反对派代表人物Ｇｅｌｌｅｒ所谓“地震是自

组织临界状态”的论点，讨论了有关强震的“地点问题”和“时间问题”、以及强震短临预报研究的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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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通过世界各国地震学家长期不懈的努力，地震

预测、特别是中长期地震预测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

进展．但是地震预测是极具挑战性尚待解决的世界

性科学难题，目前尚处于初期的科学探索阶段，总体

水平仍然不高，特别是短期与临震预测的水平与社

会需求相距甚远”［１］．陈运泰院士这段话再清楚不过

的表达：地震中长期预报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强震

（特大地震）短临预报还没有起色．

笔者认为，强震短临预报之所以没有起色是因

为工作方法不得当，而工作方法不得当是因为缺乏

一种精辟的战略思想来进行指导，所以必须建立强

震短临预报研究工作的战略思想．建立战略思想不

是写综述文章，综述文章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而战

略思想则是要“拿主意”．战略思想不追求全面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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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追求简明深刻；战略思想不是工作方法，而是站在

工作方法难以企及的高度，为其勾画蓝图、指明

方向．

１　建立“地震越强越可能存在短临前兆”的

思想

地震能不能预报？“地震不能预报”［２］或“地震

能预报”［３］，这种争论把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搞得不

知所措［４～１０］．

实际上，“地震能不能预报”并不重要，但“特大

地震能不能预报”却很重要．所以必须建立这样的战

略思想：不是“地震能不能预报”而是“强震能不能预

报”，不是“强震能不能预报”而是“强震必须预报”！

有了这种战略思想，就不难面对地震预报反对

派代表人物ＲｏｂｅｒｔＪ．Ｇｅｌｌｅｒ的诘难：“地球是处在

一种自组织临界状态上的，其中任何小地震都有可

能级联式地发展成一个大地震，这一想法得到除特

大地震之外的所有地震的尺度不变性的观测事实的

支持”［１０］．让我们对Ｇｅｌｌｅｒ的这段话进行逐句分析：

“地球是处在一种自组织临界状态”———笔者认

为没有哪个严肃的科学工作者会认真对待这种莫名

其妙的言论；

“任何小地震都有可能级联式地发展成一个大

地震”———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值一驳；

“这一想法得到除特大地震之外的所有地震的

尺度不变性的观测事实的支持”———笔者认为这句

话很有意义．

“除特大地震之外”？反对地震预报的代表人物

Ｇｅｌｌｅｒ无意中提出了一个强震短临预报研究的重要

思想：特大地震是不符合所谓“自组织临界状态”的．

这就等于是在说：中小地震符合“自组织临界状态”，

是无法预报的；而特大地震除外，是可以预报的．

反对地震预报的代表人物不慎提出了强震短临

预报研究的战略思想，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正

好出现在当前强震频发的时期，为地震预报的科学

研究注入了活力．进一步的思考是，既然特大地震不

符合“自组织临界状态”，那就是说强震不是随机的、

是有规律可循的．于是就不难得到这样的推论：地震

越强、随机性就越小、规律性就越强、预报的可能性

也就越大．

梅世蓉教授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数量较

多的中强地震可由各省分析预报部门负责，特大地

震则由专攻地震预测预报的研究单位负责”［１１］．这

就是说对待中小地震和强震不能一视同仁，前者可

以下放给地方机构去对待，而后者则必须提升到国

家层面来对待．

２　强震短临预报应抛弃“即使对物理机制了

解得不很透彻也可能对地震做出某种程

度预报”的想法

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一度使地震学家们产生了

“即使对物理机制了解得不很透彻也可能对地震做

出某种程度预报”的乐观想法［１］，于是，大量的统计

方法被应用到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中［５］．

实际上，统计方法对中小地震和中长期预报研

究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对强震短临预报研究来说，

统计方法无能为力．道理很简单，因为按照 Ｇｅｌｌｅｒ

的观点，中小地震符合“自组织临界状态”、是随机事

件，而统计方法针对随机事件是行之有效的；然而，

还是按照Ｇｅｌｌｅｒ的观点，特大地震不符合“自组织

临界状态”、不是随机事件，所以不适用统计方法．

传统观念要求地震预报研究解决震级、地点和

时间这三个基本要素（俗称地震预报“三要素”）．然

而对于强震短临预报研究来说，只需解决地点和时

间两个基本要素，因为既然是强震，应该定为８级左

右，故可认为震级是已知的．抛开统计方法，必须对

强震短临预报的“两要素”———“地点问题”和“时间

问题”，从机制上进行深入研究．

３　对已发强震地区进行深部探测建立强震

断裂模式确定未来强震预发地点

先来考虑强震短临预报研究“两要素”中的“地

点问题”．

就像特大滑坡不可能出现在平原地区一样，特

大地震也不可能出现在所有地区．强震的生成和发

生地点，总是有其特定的地质和地球物理条件．要想

了解强震生成和发生地点的机制，最直接的方法是

对已发强震（例如２００１年８．１级昆仑山地震和

２００８年８．０级汶川地震）的震源地区进行深部探

测，研究建立特大地震的断裂模式．然后，利用中长

期地震预报的研究成果在全国进行有选择的探测，

查找类似“特大地震断裂模式”存在的地区，从而确

定未来强震的预发地点．正如梅世蓉教授所指出的

那样：为了寻找未来的特大地震震源区，有选择地在

有关断裂开展深部构造探测是必要的［１１］．

当然，研究强震生成和发生机制，不能仅仅停留

在探测和建模上，还应该研究更基础的理论问题：地

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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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成因与板块运动的关系问题．例如，如果说汶川地

震的原因是青藏高原的“物质东流”［１２］，那“物质东

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近十年来对地表物质

迁移的成因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１３～２０］，希望能

对进一步认识地震成因与板块运动的关系问题有所

贡献．

４　深入研究台风触发地震和强震震前微破

裂探索强震短临预报的“时间问题”

再来考虑强震短临预报研究“两要素”中的“时

间问题”．

正当科学界对强震短临预报研究一筹莫展的时

候，大自然送来了一份珍贵的礼物———某些强震在

发生前数十小时出现的“震前扰动”现象，其中就包

括我国近期发生的两次特大地震，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４

日的８．１级昆仑山大地震和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的

８．０级汶川大地震．

梅世蓉教授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高度重视“震

前扰动”（又称为“地震前驱波”），特别指出了该现象

在强震短临预报研究中的重要意义［２１］，笔者也在近

期对“震前扰动”现象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

究［２２～３３］．那么，“震前扰动”是怎么回事？其发生机

理又是什么呢？

１９３０年以后，Ｂａｎｅｒｊｉ、Ｒａｍｉｒｅｚ和Ｄｅａｃｏｎ等人

的论文指出，台风产生的海浪可以引起地脉动，但这

种台风海浪引起的地脉动在波浪到达海岸数小时之

前就被岸上的地震仪记录到了［３４～３６］．１９５０年，英国

海洋学家ＬａｎｇｕｅｔＨｉｇｇｉｎｓ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了著名的海浪波动非线性干涉理论［３７］，用海

浪驻波解释海洋引起的地脉动现象，Ｈａｓｓｅｌｍａｎｎ和

Ｔａｎｉｍｏｔｏ等则进一步扩充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３８～４０］．

根据Ｈｉｇｇｉｎｓ的理论，台风海浪可产生两种地脉动

效应：一种是海浪拍岸直接产生的脉动，称为“第一

类脉动”（原生脉动），其频率与海浪周期相同，频率

范围大约为０．０５～０．１Ｈｚ（周期范围１０～２０ｓ）；

“第一类脉动”的能量不大，在陆地上传播数十公里

后就逐渐消失了．另一种是海浪相互干涉，形成海水

驻波在海底产生压力而引起的脉动，称为“第二类脉

动”（次生脉动），其频率为海浪频率的２倍，频率范

围大约为０．１～０．５Ｈｚ（周期范围２～１０ｓ）．“第二

类脉动”的能量比“第一类脉动”的能量大约１００

倍［４１］，在陆地上可传播数千公里．因此，地脉动信号

主要以“第二类脉动”的形式出现在０．１～０．５Ｈｚ的

频率范围．“第二类脉动”以瑞利波的形式向海岸传

播，瑞利波的速度比海浪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台风

海浪引起的地脉动（第二类脉动）在波浪到达海岸数

小时之前就能够被岸上的地震仪记录到．

国内有专家在不了解上述理论的情况下对汶川

大地震“震前扰动”现象的研究提出了质疑［４２，４３］，这

种质疑正好说明了我国强震短临预报研究所面临的

困境．然而，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终于出现了有价

值的线索，具体说有以下几点：

（１）从８．１级昆仑山地震（２００１．１１．１４）、８．０级

汶川地震（２００８．５．１２）、７．９级汤加地震（２００９．

３．１９）、到７．３级海地地震（２０１０．１．１２），“震前扰动”

现象都明显地出现在强震爆发前的数十个小时，这

难道都是偶然巧合吗？

（２）采用全国２００多个国家台和地方台站宽带

地震仪的观测资料，我们对汶川大地震“震前扰动”

信号的时频特征进行了细致分析，结果发现：汶川大

地震“震前扰动”由两种信号构成，且两种扰动信号

有着不同的动态特征．其中优势频率为０．２～０．２５Ｈｚ

扰动信号的能量变化与台风的路径和强度的变化相

关，该信号始于５月９日，并随台风的增强而逐渐增

强，其能量最大值出现在５月１１日（台风距离中国

大陆最近的时候），随台风离去和风力的减弱开始逐

渐减弱；这一信号在沿海地区较强，在内陆地区较

弱，是一种扰动源在台风附近海底的扰动信号．第二

种扰动信号的优势频率为０．１２～０．１７Ｈｚ，其动态

特征不同于第一种信号．第二种信号始于５月１０日

并在地震发生前约１０小时急剧增加，其最大值出现

在地震爆发时刻．这种信号在靠近震中的地区相对

较强，特别是在靠近震中的四川、重庆、甘肃、陕西和

湖北地区，其信号能量明显大于第一种信号的能量，

大约是其２～３倍．但在沿海地区，这种扰动信号相

对显得较弱．这些现象表明：这种扰动信号与台风无

关，其扰动源不在海洋区域，而可能存在于靠近震中

的内陆区域．为区别起见，不妨把汶川大地震“震前

扰动”中的第一种信号称为“台风扰动”，而第二种信

号则称为“非台风扰动”［３０］．

（３）最近出版的《自然》（Ｎａｔｕｒｅ）杂志上刊登了

题为“台风触发慢地震”的论文［４４］，这说明存在着台

风触发地震的可能性．汶川大地震“震前扰动”的“非

台风扰动”现象使我们开始考虑台风触发地震的机

理问题：除了 Ｈｉｇｇｉｎｓ理论中的“第一类脉动”（原生

脉动）和“第二类脉动”（次生脉动）外，是否还可能存

在着“第三类脉动”（再生脉动）呢？驻波是行波在一

定的边界条件下形成的，只要边界条件合适，瑞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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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波”也可以产生“驻波”．于是我们推测：当“第

二类脉动”以瑞利波“行波”的形式在陆地上传播时，

受构造和断层的阻挡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适合“驻

波”的边界条件而产生了瑞利波的“驻波”，这种“驻

波”对“基底”形成的压力变化则产生了“第三类脉

动”；如果这种“基底”正好处在预发地震的区域之

下，那么“第三类脉动”触发地震的可能性就会变为

现实［２８］．

除了台风触发地震的可能性之外，“非台风扰

动”现象也可能跟强震发生前可能出现的“微破裂”

有关，这两种思路考虑的都是强震短临预报研究“两

要素”中的“时间问题”．“一个７级大地震释放的应

变能的数量级达１０１５Ｊ，很难置信在如此巨大的应变

能释放之前不出现任何讯号”［１］．实际上，折断一根

树枝和折断一颗大树是有本质区别的，树枝在折断

前可能没有任何“前兆”；而大树的折断则应该有从

“开始折断”到“部分折断”再到“完全折断”的步骤和

过程，而“开始折断”和“部分折断”就是“完全折断”

的“前兆”．所以，强震出现“震前微破裂”的可能性应

该比中小地震要大得多．有关“震前微破裂”的研究

可在实验中进行［４５］，但模拟强震生成和发生的岩石

力学过程要比模拟中小地震困难得多，这就形成了

一对矛盾，关于“震前微破裂”的可能性与实验难度

的矛盾．那么，是把这对矛盾看成是阻碍强震短临预

报研究的铁门、还是把这对矛盾看成是打开强震短

临预报研究之门的钥匙呢？

强震短临预报研究的“地点问题”和“时间问题”

就这样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应该停止怀疑和争吵、

停止“地震能不能预报”这种问题的争议和讨论，按

照一种精辟的战略思想进行毫不犹豫的工作，直到

解决这个世界科学难题为止、直到战胜地震这个可

恨的恶魔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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