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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震预报是世界性科学难题
地震预报是世界性科学难题，人类迄今都没有解

决。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地震
发生的规律还没有完全掌握。2019年7月4日上午10点
33 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奇特莱斯特附近发生
6.4级地震，当时CNN报道称，此次地震是1999年以来，
当地发生的最大一次地震。在CNN报道后一天，7月5
日晚 8 点 19 分左右，里奇特莱斯特又发生 7.1 级地震。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一直努力探索。我
国从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不断探索，发展出了经验性的
预报方法，但是由于地震发生规律复杂，每个地震都有
自己的特性，总体上讲地震预报是不过关的。目前地震
中、长期预报相对可靠，但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短临预
报非常困难，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我国曾经对1975年
海城地震（7.3级）作出了短临预报。虽然地震预报还没
有解决，但必须进行科学研究探索，就像癌症不能治愈
并没有放弃医学科学研究一样，地震预报将长期处于研
究探索和经验积累阶段。

2、地震预警的概念
地震预警是灾害性地震已经发生，利用地震波的传

播速度小于电波传播速度的特点，提前对地震波没有到
达的地方进行警示预告，并紧急采取行动，防止地震次生
灾害的发生。地震预警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地震已经发
生了，二是有较好的信息判断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地震。

地震发生时，由于在一定震中距范围内存在着纵波
和横波的倒时差，纵波先到达地表，人们会先感到上下
颠簸，随后才感到横波到来时的左右晃动。这种提前到

达的纵波可以视为地震预警信号。如果在短暂的预警
时间内，赶在破坏性更强的横波到来之前采取合理的避
震方法，就可以避免更多伤害。

3、地震预警与预报的区别
地震预警并非地震预报，两者不属同一概念。地震

预报是对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地震事件事先发出
通告；而地震预警是指地震发生以后，抢在地震波传播
到设防地区前，向设防地区提前几秒至数十秒发出警
报，在严重灾害尚未形成之前发出警告并采取措施的行
动，以减小当地的损失。

4、正确认识地震预警
地震发生后，房屋从开始晃动到倒塌的平均时间大

约12秒。最新的预警科技提供逃生和避险的时间可以
超过30秒。相关研究表明，地震预警时间为三秒，伤亡
率可减少14%；预警时间为10秒，伤亡率可减少39%；预
警时间为20秒，伤亡率可减少63%。

地震预警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起到减灾作用，如预警
可以让高速铁路列车刹车、使核反应堆停堆、关闭燃气阀
门等，采取这些措施可以避免遭受更大的破坏和损失。

但是，地震预警一定是针对直接的地震灾害而
言，它应只关注能够造成破坏的大地震，因此地震预
警也叫作强震预警。如果不论地震大小都报警，可能
会引起公众恐慌，给社会添乱。这是因为小地震没有
破坏性，不需要预警，即使较小的地震可能会造成一
定的破坏，但由于它的影响范围也小，预警系统往往
来不及发挥作用。因此，如何发布地震预警是需要认
真研究的一个课题。

地震预报与地震预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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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防灾减灾日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
而设立，自 2009 年起，每年 5 月 12 日为全国防灾减灾
日。一方面顺应社会各界对中国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
另一方面提醒国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加重视防灾
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防灾减灾日的图标以彩虹、伞、人为基本元素，雨后
天晴的彩虹寓意着美好、未来和希望，伞的弧形形象代表
着保护、呵护之意，两个人代表着一男一女、一老一少，两
人相握之手与下面的两个人的腿共同构成一个“众”字，
寓意大家携手，众志成城，共同防灾减灾。整个标识体现
出积极向上的思想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之意。

记者：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什么？
史双印：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2个全国防灾减

灾日，主题是“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
人民防线”，5月9日至15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记者：开展今年防灾减灾日活动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史双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
灾救灾等重要论述精神，突出“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
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主题，认真组织开展今年全
国防灾减灾日各项活动。

记者：怎样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工作？
史双印：基层基础是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进应

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前提，要广泛发动群众、依靠
群众，整合资源、统筹力量，切实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
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
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记者：今年开展防灾减灾日活动有哪些具体要求？
史双印：根据国家减灾委员会通知精神，今年开展

防灾减灾日活动的具体要求为：一是加大宣传教育力
度，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技能。二是强化灾害风险网
格化管理，推进灾害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三是落实基层
应急物资储备，确保灾害事故发生后物资保障到位。四
是统筹基层应急力量建设，提高灾害事故救援能力。五
是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因地制宜开展预案演练。

记者：针对今年疫情带来的影响，丰台区在开展防
灾减灾日活动中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史双印：由于疫情影响，今年无法组织集体性宣传和
培训活动，区地震局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在《丰台
报》开设专版，宣传地震知识，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地震、科
学应对地震、理性看待地震预警。二是在丰台区部分公交
站候车亭宣传橱窗宣传防灾减灾日主题；在公交车内挂板
宣传避震知识，使乘客在乘车的同时能够了解掌握防震避
震方法技能。三是防灾减灾周期间，在丰台区有线电视台
播放防震减灾公益宣传片，扩大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覆
盖面。四是与丰台区科技园生态主题公园建立长效合作
机制，在公园南门广场摆放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展板，常态
化展示“认识地震、避震要诀、自救互救”等“地震应急三点
通”科普知识，把公园广场打造成防震减灾知识长效宣传
阵地。五是向社区发放防灾减灾救灾宣传品。

1、地震的概念、成因、分类
地震又称地动、地振动，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

中造成的震动。地球上板块与板块之间相互挤压碰撞，
造成板块边沿及板块内部产生错动和破裂，是引起地震
的主要原因。

根据地震的成因，地震可分为构造地震、火山地震、
塌陷地震、诱发地震和人工地震。构造地震是人们通常
所说的地震，它是由于地下深处岩石破裂、错动，把长期
积累起来的能量急剧释放出来，以地震波的形式向四面
八方传播出去，到地面引起房摇地动，这类地震发生的
次数最多，约占全球地震数的90％以上，破坏力也最大。

据统计，地球上每年约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即每天要
发生上万次的地震。其中绝大多数太小或太远，以至于人
们感觉不到；真正能对人类造成严重危害的地震大约有十
几二十次；能造成特别严重灾害的地震大约有一两次。

2、地震灾害
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像风雨一样经常发生，地震

只有达到一定震级才构成灾害，就如风力达到一定风级、
下雨达到一定降雨量才能构成风灾、水灾一样。一般情况
下，5级以上地震就能造成破坏，习惯上称为破坏性地震。

地震灾害包括直接灾害、次生灾害和衍生灾害。
地震直接灾害是地震灾害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是指

由于地震的破坏作用（包括地震引起的强烈振动和地震
造成的地质灾害）导致房屋、工程结构、仪器设备、器物
等物质的破坏。

地震次生灾害指，强烈地震发生后，自然以及社会
原有的状态被破坏，造成的山体滑坡、泥石流、海啸、水
灾、瘟疫、火灾、爆炸、毒气泄漏、放射性物质扩散对生命
产生威胁等一系列的因地震引起的灾害。

地震衍生灾害是指地震灾害发生后，由社会功能、

人员创伤、物资和信息流动破坏而导致社会生产与经济
活动停顿所造成的损失。如大地震的发生使社会秩序
混乱，出现烧、杀、抢等犯罪行为，使人民生命财产再度
遭受损失等。

需要明确的是，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抗震设防
工作的落实，地震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断增大，但造
成人员伤亡大幅减少。如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区发
生两次震级分别为6.8级、7.2级的地震，造成8064人遇
难；2010 年 4 月青海玉树 7.1 级地震造成 2698 人遇难；
2017年8月8日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造成25人遇难。

3、地震名词
（1）震源：震源是指发生地震的源，即地下岩层断裂

错动的地区。
（2）震源深度：震源垂直向上到地表的距离是震源

深度。震源深度小于60千米的地震是浅源地震；震源深
度在60千米到300千米范围的是中源地震；震源深度大
于300千米的是深源地震。

（3）震中：震源上方正对着的地面称为震中。震中
及其附近的地方称为震中区，也称极震区。

（4）震中距：震中到地面上任一点的距离叫震中距
离（简称震中距）。震中距在 100 公里以内的称为地
方震；在 1000 公里以内称为近震；大于 1000 公里称为
远震。

（5）地震波：地震时，在地球内部出现的弹性波叫
作地震波。这就像把石子投入水中，水波会向四周一
圈一圈地扩散一样。地震波主要包含纵波和横波。纵
波能引起地面上下颠簸振动，横波能引起地面的水平
晃动。

（6）震级：震级是地震释放能量的大小，一次地震只
有一个震级。震级越大，能量也越强。震级小于3级的
是弱震；震级大于或等于3级、小于或等于4.5级的是有
感地震；震级大于4.5级、小于6级的是中强震；震级大于
或等于6级的是强震，其中震级大于或等于8级的又称
为巨大地震。

（7）烈度：烈度是指地震引起的地面震动及其影响
的强弱程度。地震烈度是根据地震时地面上人的感觉、
房屋被破坏情况以及物件反应、地形地貌变化状态等进
行综合评估得出。

1、震前准备
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防震准备，将有助于我们在地

震来临时采取最佳的应对办法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生命
安全和减少财产损失。家庭防震应该做好以下准备：一
是检查住房的环境和条件。拆掉不利于抗震结构的建
筑，如女儿墙、高门脸等笨重的装饰。二是做好室内的防
震准备。家具物品摆放要防止掉落或倾倒伤人；床的位
置要避开外墙、窗口、房梁，安放在室内坚固的内墙边。
三是仔细放置好家中的危险品。清理家中的易燃、易爆
品及有毒物品，如汽油、酒精、油漆、煤气罐、氧气瓶、杀虫
剂等。四是准备防震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包，包里
装入饮用水、食品、衣物、药品、手电筒、火柴、蜡烛、收音
机、干电池等。五是进行家庭防震演练。预演地震灾害
来临如何避险，学习包扎、人工呼吸等急救知识。

2、抗震设防
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主要是由建筑物、构筑物

破坏、倒塌造成的。因此，对各类建构筑物依法进行相
应的抗震设防，使其在破坏性地震中不损坏、不倒塌，是
避免人员伤亡的关键。抗震设防就是在工程建设时对
建筑物进行抗震设计并采取抗震设防，达到小震不坏、

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目标。
一般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措施的依据是地震动参数

区划图，我国的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自1957年起，先后共
经历了5次修订，目前所使用的是2016年６月１日起实
施的第五代图。北京大部分地区处于八度区，丰台区所
有街道、乡镇均处于八度区，相当于6级地震震中烈度。
依据烈度数据确定抗震设防等级，并严格按标准施工，
能够确保建筑物达到抗震设防要求。此外，《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学校、医院等人
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高于当地房屋建筑的
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抗
震设防能力。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水平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抗震
设防工作不断加强，采取了老旧小区抗震加固、校舍抗
震加固等一系列措施，各类工程建筑物的安全性不断提
高，抵御地震灾害的能力不断增强。达到抗震设防标准
的建筑物，只要建筑质量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发生相
应级别的地震，建筑物不会倒塌。因此一旦遇有地震发
生，不必恐慌，在室内选择合适的避震方式即可。

3、避震原则——三要三不要
一要因地制宜，不要一定之规。地震时，每个人所

处的状况千差万别，避震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例如，
是跑出室外还是在室内避震，就要看客观条件：住平房
还是楼房，地震发生在白天还是晚上，房子是不是坚固，
室内有没有避震空间，室外是否安全等等。

二要行动果断，不要犹豫不决。避震能否成功，就
在千钧一发之间，容不得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有的人
本已跑出危房，又转身回去救人，结果不但没救成，自己
也被埋压。想到别人是对的，但只有保存自己，才有可
能救助别人。

三要在公共场所听从指挥，不要擅自行动。擅自行
动，盲目避震，只能招致更大不幸。

4、避震要点
（1）震时是跑还是躲：目前多数专家普遍认为，震时

就近躲避是应急避震较好的办法。这是因为，震时预警
时间很短，人又往往无法自主行动，再加之门窗变形等，
从室内跑出十分困难；如果是在楼里，跑出来几乎更是
不可能的。但若在平房里，发现预警现象早，室外比较
空旷，则可力争跑到室外避震。

（2）躲在什么地方避震：①室内结实、不易倾倒、能
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开间小、有支撑的地方；②
室外远离建筑物，开阔、安全的地方。

（3）应采取什么姿势：①趴下，使身体重心降到最
低，脸朝下，不要压住口鼻，以利呼吸；②蹲下或坐下，尽
量蜷曲身体；③抓住身边牢固的物体，以防摔倒或因身
体移位，暴露在坚实物体外而受伤。

（4）怎样保护身体重要部位：①保护头颈部：低头，
用手护住头部和后颈；有可能时，用身边的物品，如枕
头、被褥等顶在头上；②保护眼睛：低头、闭眼，以防异物
伤害；③保护口、鼻：有可能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以防灰土、毒气。

（5）怎样避免其他伤害：①不要随便点明火，因为空
气中可能有易燃易爆气体充溢；②要避开人流，不要乱
挤乱拥。无论在什么场合，街上、公寓、学校、商店、娱乐
场所等均如此。因为，拥挤中不但不能脱离险境，反而
可能因跌倒、踩踏、碰撞等而受伤。

5、不同场所的避震方法
（1）地震发生时，如果此时恰好在家里，要视情况而

定是躲还是逃。如果你家是平房或一楼，可迅速到达院
内开阔地的话，则迅速跑到室外；如果你家是位于高层楼
房，那么还是应该“伏而待定”，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
体的物体旁，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
同时注意保护好头颈、眼睛，掩住口鼻。地震主震过后，
一般情况下会有余震发生，这时可视具体居住环境和所
住房屋损坏情况采取适当方式进行避震。居住在达到抗
震设防要求的高层建筑内，且建筑没有造成严重损坏的，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跑出建筑物外。如果中等以上城市发
生7级左右地震，所有人员都跑出室外也是不可想象的。

（2）在行驶的电(汽)车内，抓牢扶手，以免摔倒或碰
伤；降低重心，躲在座位附近，地震过去后再下车。

（3）在学校，如果正在上课，要在教师指挥下迅速抱
头、闭眼、躲在各自的课桌下；等地震平息后再有组织地撤
离。如果恰巧在操场或室外时，可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
护头部；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不要回到教室去。

（4）在商店、书店、展览馆等公共场所，应选择结实
的柜台、商品(如低矮家具等)或柱子边，以及内墙角等处
就地蹲下，用手或其他东西护头；避开玻璃门窗、玻璃橱
窗或柜台；避开高大不稳或摆放重物、易碎品的货架；避
开广告牌、吊灯等高耸物或悬挂物。

（5）在影剧院、体育场馆、候车室等处，一定要保持
清醒的头脑，利用所处的条件就地躲避，千万不要乱
跑。如果距应急出口很近，可迅速夺门而出。如果不能
快速离开的话，最好的办法是躲在排椅下。在大运动场
内，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先向运动场中央空旷处撤退，
然后再选择合适时机撤离。但撤离时一定要注意避开
人流，避免拥挤跌倒。总之，在公共场所遇到地震，不要
乱喊乱叫，更不要乱挤乱拥。

6、自救互救常识
（1）震后自救：地震时如被埋压在

废墟下，一定不要惊慌，要树立生存的
信心。保持呼吸畅通，挪开头部、胸部
的杂物，闻到煤气、毒气时，用湿衣服等
物捂住口、鼻；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
倒塌物和其他容易引起掉落的物体；扩大和稳定生存空
间，用砖块、木棍等支撑残垣断壁，以防余震发生。如果
找不到脱离险境的通道，尽量保存体力，用石块敲击能
发出声响的物体，向外发出呼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
来。如果受伤，要想办法包扎，避免流血过多。如果被
埋在废墟下的时间比较长，要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命，
尽量寻找食品和饮用水，必要时自己的尿液也能起到解
渴作用。

（2）震后互救：注意倾听被困者的呼喊、呻吟或敲击
声，根据建筑结构的特点，先确定被困者的位置，特别是
头部的位置，再开挖抢救，以避免抢救时造成不应有的
损伤；先抢救容易获救的被困者，如建筑物边沿瓦砾中
的幸存者；抢救时，要先使被救者头部暴露出来，并迅速
清除其口鼻内的灰土，防止窒息，进而暴露其胸腹部；对
于埋压时间较长的幸存者，要先喂些含盐饮料，然后边
挖边支撑，注意保护被救者的头部和眼睛；对怀疑有骨
折或颈椎、腰椎受伤的被救者，抢救时一定不可强拉硬
拖，避免二次损伤，要设法暴露其全身；对被抢救出来的
幸存者，应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进行现场救护。

正确认识地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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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2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国是全球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防
灾减灾工作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积极作为、主动担当，需要社会公众树立防灾减灾意识、学习防灾

减灾知识、掌握防灾减灾技能。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无法组织公众开展聚集性科普宣传
活动。为落实国家减灾委关于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精神，我们特别策划专版，以便社会公众

掌握了解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技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