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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发生的苏门答腊-安达曼大地震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具破

坏性的海啸，同时也引起世界对这一自然现象破坏力的高度警觉。

在对这次海啸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科研人员使用了新的工具，这使

得他们能够对这一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展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将能够帮助人们完

善预警系统，降低未来类似灾难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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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2 月 26 日，发生了苏门答

腊 -安达曼大地震，强度大约为里氏9.3
级，这是人类利用现代地震测量仪器所

测得的强度最大的地震之一。此次地震

使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部海岸处于剧

烈的摇晃中，同时震波沿着印度洋东部

边缘的一条断层线传播开来，地震继而

引发了海啸。这一自然现象的巨大破坏

力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重视。此次灾

害波及了南亚和东非的12个国家，共造

成23.2万人死亡，两百万人被迫离开家

园。此次海啸的影响用“全球性”一词

来形容毫不为过[1]。

除了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

灾害之一，此次海啸在其他几方面也具

有独特性。它是人类建立现代海平面监

测网络以来发生的第一次全球性海啸，

也是第一次由卫星连续追踪和记录的海

啸。此前，在有如此多的数据采集源的

情况下从未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地震。

从科研的角度讲，此次灾害为人们提供

了大量的分析信息。这些数据将能够帮

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一自然现象，从而

制定应对未来此类灾害的有效措施。

此次地震和海啸给人类带来了诸

如房屋、桥梁和商业设施等有形物质和

财产的重大损失，通过灾前和灾后的卫

星照片对比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损失

情况（下一页，下图）。这些照片显示了

源自地表以下的自然现象给人类社会带

来的损失。然而，要想对此次地震及其

引发的海啸有全面的了解，必须采取一

种综合的研究方法。

为了对此次灾害的强度进行评估

（其释放出来的能量暂时改变了地球的

旋转状态），我们有必要先对板块构造

理论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这是因为此

次灾害与地震有关[2]。然后，我们将就

海浪和海啸的物理特性进行探讨。为了

更好地了解此次灾难的影响，我们还将

对几个在灾害研究中所使用的工具（如

地震与海洋监测网络、陆基全球定位系

统（GPS）和海啸模拟软件）进行介绍。

此外，文章还包括西方奇科海啸地震勘

测项目的详细资料以及一些初步的研究

成果等。本文还对印度洋地区的一体化

监测和早期预警系统的开发情况进行了

介绍。

引发海啸的地质构造影响

在地球的地质年代表上，地表是处

于不断变化当中的－海洋形成后又消

失，大陆之间相互碰撞，山脉隆起然后

下沉或逐渐消失。为了对塑造了地表并

将继续塑造地表的这些地质过程进行解

释，需要了解板块构造理论[3]。



52007 年秋季刊

海啸前 海啸后

>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提供的图片。

> 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市海啸前后的高分辨率卫星照片对比。班达亚齐位于苏门答腊的北部边缘，人口为 26万。该市是距离苏门答腊 -安达曼大地震震
中最近的大城市。（照片由 DigitalGlobe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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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亚次大陆的位置变迁。一亿年前南亚次大陆
还是非洲东海岸附近的一个岛屿，是印度 - 澳大

利亚板块的一部分。随着其位置不断向北迁移，
该大陆目前已突入欧亚板块。紧邻南亚次大陆北
部的喜马拉雅山脉正是由于这一地壳运动而形成

的。

> 根据地震活动确定的板块边界。通过将大中强度的地震绘制成图（红色）可以帮助我们对地壳板块边界进行识别（黄色）。
被称为环太平洋火山带的地区是地球上最活跃的地区，地球上90%的地震活动都发生在那里。相比较而言，印度洋的东部边
缘，尤其是邻近 2004年 12月苏门答腊 -安达曼大地震发生地的地区，是该大洋最活跃的区域。（本图片根据美国国家海洋与

大气管理局提供的图片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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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理论，地球的岩石圈（地

球最外面的一层）由多个坚硬的、处于

相对运动中的板块构成。这些板块“漂

浮”在地壳的软流层（一个温度更高、

密度更大、更易于移动的地层）上。在

软流层以下依次为上地幔、地幔、外地

核以及位于地球中心的内地核。该理论

将地球划分成了几大板块，并根据地震

活动情况对这些板块的边界进行了划定

（上图）[4] 。
地壳构造板块不断分离、会聚和发

生变形。在离散带，板块相互脱离开来，

使玄武质岩浆渗入海床中，从而在海洋

中央的裂谷带形成致密的大洋地壳。岩

浆遇到海水后逐渐冷却，形成一系列水

下山脊。这些山脊继而会被分离开来的

板块带离裂谷带。

海平面以上的大片陆地则形成了大

陆地壳，这类地壳通常比大洋地壳更

厚，而致密程度要小得多。致密的大洋

板块在所谓的俯冲带内的跨覆板块下滑

动。最后，俯冲板块熔化后重新返回软

流层。下沉物质脱水后，流体向上运移，

在与跨覆板块物质混合后其熔点将下

降。这一过程将产生富含溶解气的熔

岩。熔岩会对跨覆板块形成巨大的向上

压力。如果某处地壳比较薄弱，则可能

出现岩浆喷发（下一页，上图）[5]。

在既不出现新生地壳也不出现地壳

破坏现象的板块边缘地带，同样会发生

地壳变化，使地貌发生改变。随着时间

的推移，在大片陆地发生碰撞后，原来

分隔陆地的海洋可能会消失，而先前的

洋底可能向上抬升高出海平面。地球板

块可能沿着边缘发生变形，进入山脊。

而构成大陆地壳的大片陆地可能沿着水

平方向滑动，当板块出现卡、滑时就产

生了地震。

在苏门答腊 -安达曼大地震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的印澳板块由大陆地壳和大

洋地壳共同构成。该板块的大陆部分主

要由印度和澳大利亚大陆构成，而大洋

部分则位于印度洋底。根据有关理论

（以及资料），一亿年前，南亚次大陆还

是位于赤道以南、非洲东海岸附近的一

座岛屿。后来经过不断向北迁移，逐渐

形成了喜马拉雅山系。今天的南亚次大

陆在缓慢地按逆时针方向旋转的同时正

以每年 45 毫米（1.8 英寸）的速度向欧

亚板块的纵身推进[6]。由于这一地壳运

动，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点珠穆朗玛峰

正以每年 4 毫米（0.1576 英寸）的速度

向上抬升（左图）[7]。南亚次大陆板块的

大洋地壳部分正在向缅甸微板块和欧亚

板块以下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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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4,000

> 不断变化的地球表面。根据板块构造学说，地球的岩石圈由众多大小不一的坚硬板块构成，这些板块之间沿着边缘不断分离、会聚和变形。在裂谷带，

板块相互分离，留下的空隙被来自软流层的致密玄武岩岩浆所填充。在会聚板块边界处，随着致密大洋地壳向浮力较大的大陆地壳下部不断沉降并最终
返回到软流层中，便出现所谓的地壳俯冲现象。当板块摩擦所产生的应力被释放出来时（这一过程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常常具有毁灭性的破坏力），在这些
板块的边界区域便会形成地震。下沉板块的突然运动是引起海啸的重要因素。来自2004年12月苏门答腊-安达曼大地震的部分区域深海测量数据资料（插
图）显示了印度 - 澳大利亚板块突入缅甸微板块下部的情形。在两个板块的结合部有海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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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门答腊 -安达曼大地震发生的构造地质学机理。印度 -澳大利亚板块的东部边缘地带正以每年 52
毫米（2.05英寸）的速度向欧亚板块和缅甸微板块下部沉降。印度 -澳大利亚板块在缓慢地做逆时针

方向旋转的同时逐渐向北移动。2004 年 12 月发生的苏门答腊 - 安达曼大地震所形成的震波始于震中
（五角星处），然后沿着断层线（蓝色）向北推进了 1200 公里（745 英里），在安达曼群岛终止。图中
标出了板块边界（三角形）和微板块（灰色线）的分布。

在苏门答腊西侧，爪哇海沟构成了

该俯冲带的边缘。该海沟从西北部的安

达曼群岛一直延伸至东南部的小巽他群

岛，绵延约 3000公里（1865 英里），深

度超过 7700 米（4.8 英里）[8]。缅甸微板

块位于印度 -澳大利亚板块和欧亚板块

之间（右图）。随着印度-澳大利亚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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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形成的基本原理。由风引起的长浪可能会席卷整个海面。水分子的运动一般呈圆形，但当波浪临近岸边时，水分
子的运动则呈椭圆形。当波浪靠近岸边时，其速度会减慢，使水向上冲。受惯性的影响，波浪的上部移动速度会比底部快，

直至波浪抵达碎浪带。在碎浪带，浪峰在涌向岸边的过程中会在重力的作用下破碎。

逐渐向其他板块的下部沉降，当板块之

间出现卡塞时，应力便开始增大。

由于板块继续移动，两次较大强度

的地震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及当板块的相

对运动受到抑制时板块所处区域的大小

将共同决定地震的潜在强度。

尽管印度洋的地震活动比较频繁，

但太平洋的边缘地带才是世界上地震活

动最活跃的地区。全世界 90% 的地震

（其中 80% 的高强度地震）发生在太平

洋盆地。这一情况最主要就是由上文提

到的俯冲板块运动造成的[9]。

由于太平洋盆地的地震活动异常活

跃，人们在那里布置了大量的传感器装

置来探测地震和海啸。虽然人们曾计划

开发类似于太平洋所使用的系统，但在

海啸发生时，印度洋没有此类系统投入

使用。过去，在印度洋发生的由海啸引

起的较大自然灾害并不多见。上个世纪

仅有一次大规模的海啸发生，而在19世
纪也仅发生了四次海啸。1883年由著名

的喀拉喀托火山喷发及该火山塌陷所引

起的海啸是 19 世纪发生的四次海啸之

一。通过历史数据和高水平的地震活动

情况，人们曾推测该地区有可能发生海

啸，但未曾预料到其规模会如此之大[10]。

产生波浪

海啸其实是一种海浪，而海浪被人

们划为重力波一类。尽管生成海浪的机

理不尽相同，但用来描述重力波的物理

学原理对池塘和开阔洋面上以及由巨大

的冲击力（如苏门答腊-安达曼大地震）

而引起的波浪是同样适用的。要了解海

啸，首先必须弄清楚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以及它们与由风形成的波浪有何区别。

多数的海浪主要是由风湍流在水面

产生摩擦力而形成的。风湍流会在水面

形成涟漪（一种在两种流体之间移动的

表面张力波）。在重力和表面张力的作

用下，浪峰会趋于回落，但波浪高度会

高于原来的水位，导致水面发生振荡。

如果风停息下来，在摩擦力的作用下，

水面的振荡会逐渐停止。一旦水面的振

荡波长超过 2 厘米（0.8 英寸），由风引

起的涟漪就可能演变为重力波。当重力

的影响大于表面张力的影响时，重力波

便会形成。由重力引起的离散作用会消

除由水面表面张力引起的离散作用，从

而形成能够远距离传播的辐射波。随着

从风获得的能量的增多，波的周期、波长

和速度会增加，而此时波浪的速度甚至

可能会大于生成它们的风的速度。

波浪能够传播很远，如果与其他波

浪相会合或从风那里获得更多的能量，

波浪的强度和速度往往会增加。在夏威

夷出现的波浪可能由阿拉斯加的一次风

暴所形成，而其在抵达夏威夷海岸时的

速度和能量可能并没有多少衰减。

在深水区，如果波浪的波长大大小

于水的深度，那么水则呈谷 -峰 -谷循环

的圆周运动，而在浅水区或当波长大于

水的深度时，水的运动则呈椭圆形，水平

与垂直运动之比和波长与水深之比成正

比例关系。由于海啸的波长非常长，即使

是在深海中水的运动仍呈椭圆形，水平

运动大大强于垂直运动。在岸边，波浪的

椭圆形运动转变为向前运动，水分子与

波浪一起前行（下图）。

在变化莫测的海洋中，水的运动更

加复杂。重力、潮汐、侧向风、水下及海

岸线特点、水深以及来自各角度的其他

波浪都会影响到波浪的高度、速度和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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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近海岸线的海啸。当海啸抵达岸边时，其速度会锐减，同时高度抬升，大大超过平均海平面。原
来具有较长波长的波浪在抵达岸边时，波长变短。波浪在陆上的行进距离和波浪在海岸线上的高度是
由海岸线的几何形状和具体的海啸特点所决定的。与多数人的认识不同，海啸很少有破碎浪，它在上

升时很像是一股快速推进的潮汐。当波浪淹没低洼的沿岸地区后，返回到海洋中的潮水会将漂浮物从
陆上卷走。由于海啸实际上是一系列波浪，后面的浪涌会将漂浮物重新冲到岸上。

  

由于波浪在海洋中传播的距离非

常远，一个单波列可能发展成为长浪

（波长较长、连续不断的波浪）。当长浪

到达浅水区域后，它们的高度要比在

深水区域时高，并形成最高浪峰。由于

浪头非常陡，加之重力的拖拽作用以

及浪峰的速度大于浪底速度，这些波

浪最终会破碎[11]。

无论造成水运动的因素是风，还

是由地震引起的海床的突然运动，或

是塌方所形成的向下的力，甚至是小

行星的影响，所有这些力都会引起振

荡运动，进而转化为重力波。海啸与由

风生成的波浪的区别在于，它是由冲

击力生成的海浪，其速度和能量来自

该冲击力。由巨大冲击力生成的波浪

也具有极长的波长。海啸的波长可能

超过 100 公里（62 英里），而由风生成

的波浪的波长大约只有 150 米（500 英
尺）。

波长是划分波浪类型的重要指标。

浅水重力波的特点为，水深和波长之

比非常小。这些波浪的传播速度为重

力加速度（9.8 m/s2）与水深乘积的平方

根。由于海啸的波长非常长，即使是在

深水区，它的形态仍然像是在浅水区，

而如果水的深度已知，那么就可以计

9. 环太平洋火山带因俯冲带周围的火山活动而
得名。

10. 有关板块构造更详细的内容，请参见斯伦贝
谢 SEED网站：http://www.seed.slb.com/en/scictr/
watch/living_planet/index.htm（2007 年 8 月 18 日
浏览）。

11. Stewart RH：Introduction to Physical Oceanography。
得克萨斯州 College Station：得克萨斯 A&M 大
学，2005 年。http://oceanworld.tamu.edu/
resources/ocng_textbook/（2007年9月17日浏览）。

算出它的速度的近似值。巽他海沟的水

深为7700米，非常适合生成移动速度极

高的海啸。在这里生成的海啸的速度超

过了 900 公里 / 小时（560 英里 / 小时），

与现代民用喷气式客机的速度相当。

海啸不但移动速度惊人，它们还能

够在很长的一段距离内保持其浪高和波

幅。有三个因素会导致波浪在传播过程

中波幅逐渐衰减：波浪在水面的伸展、

（由于波长越长波浪传播速度越快而导

致的）波浪的分散以及水中粘性阻尼对

能量的削弱。上述三个因素对大规模海

啸的影响是很小的。由于引发海啸的能

量来自漫长的断层，波浪的传播是呈线

性而非圆柱形的，这样海浪的伸展幅度

不会很大。因为波浪的速度与水深的平

方根成正比，波长非常长的海浪并不具

有很高的分散性。因此，在开阔的洋面

上，此类波浪的分散并不明显。衰减损

失是与波长成反比的，因此海啸的能量

衰减也是很小的。基于以上原因，海啸

能够以很高的速度传播出很远的距离，

而其能量衰减却很小。

当波浪进入浅水区时，其在深水区

形成的传播速度将难以保持下去。如果

海啸最初曾在深水区内以 900 公里 / 小
时的速度行进，那么当它在水深 10 米

（33 英尺）的区域内移动时，它的最大

移动速度将不会超过 50公里 /小时（31
英里 / 小时）。能量将继续推动波浪前

进，而这时的水流将只有一个前进方

向，那就是向上。有报道称，苏门答腊

岛岸边的浪高曾达35米（115英尺）（上

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地震震中附

近却很难注意到海啸的存在。海平面的

上涨给人感觉只像是一个稍大一点的长

浪。例如，在苏门答腊 - 安达曼海啸发

生时，西方奇科公司的测量船 G e o
Topaz号正在距离震中1500公里（930英
里）的印度海岸附近采集地震数据。在

地震初震发生 2到 3小时后，海啸从该

探测船所处位置的水下经过。由于所处

位置为印度洋的广阔水域，该海啸当时

的高度只有几十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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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啸引发的地震。印度 - 澳大利亚板块沿着俯冲带向缅甸微板块的下部滑
动，从而在两个板块之间形成应力（上）。跨覆板块由于被卡住故而向上弯曲
变形。卡住区域的突然断开使卡塞板块和跨覆板块向上弯曲（虚线）所形成

的应力得到释放，并使跨覆板块向前伸展（中）。由于跨覆板块向上拱起了大
约为 5－ 15米，上覆海水得到抬升，从而引发海啸（下）。断裂带的长度超过
1200 公里。

灾前征兆

苏门答腊 - 安达曼大逆冲断层地震

发生在当地时间2004年12月26日上午大

约 8点。有史料记载的最大规模的地震

都发生在逆冲断层沿线，在那里由于俯

冲和跨覆板块突然改变位置，大量集聚

起来的应力被释放出来。在 8分钟的时

间里，随着印度-澳大利亚板块不断向缅

甸微板块下部滑动，断裂带从位于苏门

答腊海岸附近的震中开始向北沿断层面

延伸了大约 1200公里（745英里）。随着

两个板块长长的咬合部分的断开，跨覆

板块由于不再受到束缚而向上拱起。

并不是所有的地震都会引发海啸，

海啸的形成要具备多种环境因素。在苏

门答腊 -安达曼海啸中，地震的断层面

从苏门答腊地下30公里（19英里）处延

伸到了印度洋洋底。从地面破坏的角度

讲，震中位于海洋上的地震可能看上去

破坏力要小。然而，此处非常利于板块

运动中的能量直接向水中传递。由于断

层面长达 1200公里，俯冲带厚度达 500
米（1640英尺），垂直位移达 5 至 15 米
（16至50英尺），跨覆板块的抬升和俯冲

板块的下滑使水的震荡波从能量中心向

周围传播开来，从而引起巨大的海啸

（下图）。

地震发生不到15分钟后，海啸抵达

了苏门答腊海岸。当时几乎看不到海啸

即将到来的征兆，只是可能由于它的迫

近，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可能感觉到了

地震的发生。海啸即将来临的第一个征

兆或许是前浪（大浪之前的长浪）的到

来[12]。在前浪到来之前，岸边的海水突

然退去，裸露出大片近岸海床。根据目

击者的描述，这一奇怪现象将人们拖到

了裸露的海床上，而那里正是逼近中的

海浪的必经之地[13]。几分钟之后，第一

波海水覆盖了裸露的沙滩并冲到岸上淹

没了低洼的沿岸地区（因距离震中的远

近不同并由海啸的速度所决定，时间有

所差异）。危险并未因第一波海浪冲击

的结束而结束，因为第三到第八波海浪

往往更加凶猛。在斯里兰卡，两次大浪

之间的时间间隔大约为40分钟，表明波

浪的波长达数百公里[14]。

综合衡量方法

对广大的公众而言，地震强度常常

是按众所周知的里氏等级来表示的，然

而地震学家则使用内涵更为丰富的方法

如矩震级来描述地震强度。里氏等级和

矩震级都是用来表示地震波曲线振幅的

对数测度，都与地震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相关。

里氏等级由 Charles F. Richter 博士

创立，用于量化地震强度，表示为ML，

其中的L表示“近震”。通过对加利福尼

亚所发生的无数次地震的地震数据（根

据一台伍德 -安德森地震仪所记录的剪

切波分析形成）进行比较，Richter博士

将测得的信号的振幅与地震的规模建立

起关联性。里氏等级是地震波最大振幅

的对数，同时需要对距离影响因素进行

修正。由于里氏等级是对数标度，伍德-
安德森地震仪所显示的每个整数所代表

的振幅都是比其小一位的整数所代表的

振幅的10倍。由于地震的能量是与振幅

的平方成正比的，同时地震强度越大所

产生的无法被伍德 -安德森地震仪所记

录的低频能量越多，因此，发生强烈地

震时，里氏等级中的度数每上升一级，

就表示地震所释放的能量增加30倍。 　
矩震级（用MW 来表示）能够更加

准确地描述地震的物理特性，因此广为

当代地震学家所采用，尤其是在对大规

模地震进行分级时。震矩是地震所释放

出来的总能量的函数，是一个与沿断层

面所做的滑动的滑动距离和平均滑动面

积成正比例关系的物理量。人们利用地

震数据来估算震矩，然后利用标准的公

式将其转换为与其他地震测量方法（如

里氏等级）相匹配的数字[15]。不同的地

震监测机构对苏门答腊 -安达曼地震所

做的评级不尽相同，从9.0 MW到9.3 MW

不等。

在海啸发生几分钟之后，全球的

地震监测站便发布了报告。根据夏威

夷地震监测站测得的早期体波到达情

况，最初估计该地震的强度为 6.2 MW。

人们普遍认为，当地震规模较大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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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作业的“Geco Searcher”号测量船。“Geco Searcher”号测量船负责为苏门答腊地震深层地震
反射勘测项目采集地震数据。采集到的数据将用于日后的学术研究。

12. 前浪是指大规模海啸到来之前的一系列水位
波动现象。

13. Barber B ：Tsunami Relief.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Bureau for Legislative and Public Affairs
（2005 年 4 月）：4。http://www.reliefweb.int/

library/documents/2005/usaid-tsunami-30apr.pdf
（2007 年 10 月 31 日浏览）。

14. Cyranoski D：“Get Off the Beach － Now!”，《自
然》杂志，433卷，第 7024期（2005年）：354-
354。

15. Hanks T 和 Kanamori H：“A Moment Magnitude
Scale”，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84 卷，

第 B5 期（1979 年）：2348-2350。

16. http://earthquake.usgs.gov/eqcenter/eqinthenews/
2004/usslav/#summary（2007年 8月 22日浏览）。

17. Ishii M，Shearer PM，Houston H 和 Vidale JE：
“Extent，Duration and Speed of the 2004 Sumatra-

Andaman Earthquake Imaged by the Hi-Net Array”，
《自然》杂志，435 卷，第 7044 期（2005 年）：

933-936。

18. Vigny C，Simons WJF，Abu S，Bamphenyu R，
Satirapod C，Choosakul N，Subarya C，Socquet A，

Omar K，Abidin HZ和Ambrosius BAC：“Insight into
the 2004 Sumatra-Andaman Earthquake from GPS
Measurements in Southeast Asia”，《自然》杂志，
436 卷，第 7048 期（2005 年）：201-206。

19. Singh S ：“Seismic Investigation of the Great Sumatra-
Andaman Earthquake”，First Break，24 卷，第 12
期（2006 年 12 月）：37-40。

20. Coates R，Haldorsen JBU，Miller D，Malin P，
Shalev E，Taylor ST，Stolte C 和 Verliac M：“油

田技术在地震科学中的应用”，《油田新技
术》，18 卷，第 2 期（2006 年夏季刊）：24-33。

用体波幅度估算出来的地震强度往往

比实际强度要小。在地震发生1小时零

15分钟之后，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
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PTWC）在获

得足够的表面波数据后立即发布了初

步地震强度报告（8.5 ML）。该预测值其

后被调至9.1 MW，这也是美国地质调查

局最终公布的数值[16]。此次地震的强度

在震后经过进一步分析后被调至 9 . 3
MW，然而人们对该地震的强度到底是

多少并没有形成共识[17]。其中一个主要

的原因是难以在地震资料和移动的土

壤量之间建立起正确的关联性。

地震强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这是因为引发海啸的事件的强度是用于

预测海啸发生的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次6.2 MW 级的地震将不足以引发海啸

预警。在资料收集齐备后，太平洋海啸

预警中心立即更新了报告，但这里出现

的预测值上的巨大差异突出地表明了建

立早期预警系统的难度。

除了地震监测站，其他一些机构也

发布地震资料，而采用如此多的科学仪

器来对如此强度的地震进行测量还是第

一次。借助布置在地震周边的由将近60
个GPS监测站组成的地震监测网络，人

们得以对地层运动进行精确量化。该

GPS网络是东南亚地区目前正在开展的

一项合作项目的一部分。该合作项目被

命名为“Southeast Asia：Mastering
Environmental Research Using Geodetic
Space Techniques （SEAMERGES）”，国

际 GPS 服务从各监测站提供了更多的

GPS资料。人们用这些GPS资料所提供

的板块实际位移信息来估算地震所释放

出来的能量，但这一过程无法实时完

成。在将从地震监测站和GPS站获得的

数据进行比对和修正后，人们将苏门答

腊-安达曼地震的强度定为9.3 MW 级
[18]。

对深部地层的研究

在地震发生后的几天内，环太平洋

地区收到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来自

世界各地的许多组织和个人纷纷以捐献

和提供服务的方式向该地区施以援手。

斯伦贝谢在资金、志愿者服务及技术三

方面提供了援助。救援资金和志愿者在

灾难发生后立即抵达了该地区，显示出

此次悲剧事件中人性的一面。在技术层

面上，斯伦贝谢沿断层线立即展开了一

个深水地震勘测项目，以提高人们对地

震区域复杂构造地质的认识。先前利用

学术研究测量船开展的测量活动无法对

深度为30公里的构造进行成像（这一深

度是从过去的地震活动推导出来的）。

而要确定海啸的形成机理，至关重要的

一点就是要了解控制海床位移的断层的

分布和几何形态[19]。

这并非是斯伦贝谢第一次积极参与

到与地震有关的科研活动中来。圣安德

里亚斯断层深度观测平台（SAFOD）项

目采用了大量斯伦贝谢油田技术，用于

地震活动频繁的圣安德里亚斯断层的评

价[20]。在对诸如苏门答腊 - 安达曼地震

带这样的区域所发生的地震进行机理研

究时，能够使用用于油气勘探的仪器来

布置、采集和分析数据是极具价值的。

　　西方奇科公司在苏门答腊地震深层

地震反射勘测项目（又称“海啸勘测项

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用于采集

和处理数据。“Geco Searcher”号测量

船负责地震数据的采集（上图）。与位

于英格兰的斯伦贝谢剑桥研究中心和位

于法国的巴黎地球物理研究院一起，西

方奇科公司提供了包括后勤和技术支持

在内的一系列服务。该勘测项目是西方

奇科与印度尼西亚技术应用和评估局共

同实施的，后者拥有数据资料的所有

权。西方奇科计划与全球的学术界分享

其数据以促进科研分析的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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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置洋底地震仪。Marion Dufresne号科考船在西方奇科公
司地震勘测项目的沿线布置了56个洋底地震仪。布置这些仪
器的目的在于监测海床上的地震活动。研究人员利用它们记

录了来自西方奇科公司所使用的震源的反射波。（照片来自
First Break，参考文献 19。）

> 勘测区域。研究人员在苏门答腊-安达曼大地震发生地附近采集了三条总表面长度为926
公里的地震测线（WG1，WG2和WG3）。经过初步的数据处理，获得了深度超过 30公里的
高分辨率图像。此图还包括研究区域的海洋测深数据。

该勘测项目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地震

研究项目（苏门答腊 - 安达曼大地震研

究项目）的一部分，包括由一艘法国科

考船Marion Dufresne号完成的高分辨率

海底测深和洋底地震仪折射波测量[21]。

法国极地研究院为此次勘测提供了

Marion Dufresne 号测量船和技术支持。

洋底地震仪传感器被置于海床上用来记

录地震活动（左下图）。

2006 年 7 月，Geo Searcher 号测量

船采集到三条地震测线，共计完成了总

表面长度为926公里（575英里）的深度

地震剖面测量（右下图）。该地震测量

旨在实现以下几个目标：

● 对俯冲带沿线比较活跃的断层进行

成像；

● 对贯入断层的水量进行量化；

● 为综合海洋钻井项目提供用于优化

未来井眼井位的信息[22]。

要对深度在 30 公里之处的断层进

行成像则需要长偏移距[23]。在油气工

业，30公里的深度是不会考虑进行成像

的，因为任何钻探作业都无法到达这一

深度。Geco Searcher号测量船采用了Q-
Marine单传感器海洋地震系统，该系统

能够通过一次作业便实现 12 公里（7.5
英里）长的偏移距。为了采集低频数据，

研究人员尽量增加了震源深度和拖缆深

度。在完成模拟和分析之后，工作人员

决定将震源和拖缆拖拽至15米深度。另

外一根短些的拖缆被拖拽至 7.5 米（25
英尺）处来为距表面近些的区域属性特

征的确定提供高分辨率成像资料。与油

气勘探测量相比，此处的测量设计更加

精细复杂，覆盖的范围更广：三倍拖缆

深度、三倍拖缆长度、三倍能量的震源

以及三倍的记录时间（下一页，上图）。

在该地震勘测项目进行的同时，法

国 Marion Dufresne 号科考船在两条测

线的沿线布置了56个洋底地震仪。这些

分布广泛的洋底地震仪传感器不但记录

了自然发生的地震活动，而且还能够在

西方奇科公司进行数据采集期间采集地

震数据。这些传感器间距从5到20公里

（3到12英里），记录了测量活动中的放

炮以及来自俯冲地层的反射波。来自西

方奇科公司作业项目的地震反射波数据

和来自洋底地震仪传感器的折射波数据

形成了互补关系，这是因为反射波数据

能够提供高分辨率的地壳图像，而洋底

地震仪折射波数据则能够提供地壳和上

地幔的更深层次的图像[24]。

采集到的数据数量庞大。G e c o
Searcher号上的西方奇科公司工作人员

首先对数据进行了初步的处理和分析，

然后将它们送往印度尼西亚的陆上数据

处理和分析部门。在那里，工作人员需

要对数据做进一步的分析以确定主要的

地质特征并对数据加以充分利用（下一

页，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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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两个不同深度拖缆的地震图像。来自位于 7.5米处的拖缆的图像（上）显示距离表面越近图像资料越精细。来自 15米深的拖缆的图像（下）
使用的是具有更深穿透力的地震能量。利用这些数据可以对深度在 30 公里以上的特征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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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研究结果。针对 WG1 地震测线所做的初步解释显示了断层作用和深层边界信息。此图显

示了主冲断层和其他反射层。莫霍界面（莫霍洛维奇不连续面的简称）是指地壳与地幔间的界限，
在此图中能够看出此界面。

21. 海洋测深是指对港口、水湾或深水区域进行
测量或制图的过程。在水深测量和研究中，

利用回声测深技术来为航海绘制海洋测深图
或海底地形图。

22. 有关综合海洋钻探项目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Brewer T，Endo T，Kamata M，Fox PJ，Goldberg
D，Myers G，Kawamura Y，Kuramoto S，Kittredge
S，Mrozewski S和 Rack F：“深海科学钻探：揭
示地球奥秘”，，《油田新技术》，16 卷，第 4
期（2004/2005 冬季刊）：24-37。

23. 偏移距是指气枪组合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

24. Singh，参考文献 19。

这些地震数据正连同苏门答腊-安
达曼大地震研究项目所采集的海洋测深

数据和折射数据一起被用于研究控制板

块运动的要素。初步的数据分析证实来

自位于地下 33 公里处的震中的一个断

层面延伸到了海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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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数据的详细解释。2004年 12月 26日所发生地震的震中位于苏门答腊西部Simeulue海底高原之

下。随着大陆板块与大洋板块沿着俯冲带（红线）方向出现松脱，便产生了地震。这一松脱带从震中
开始向上延伸了 150 多公里（93 英里）直至海床。（根据 Singh 的结果修改，参考文献 19。）

> 危害程度大不相同的两次大地震。2007年 9 月
12日所发生的8.4 Mw级地震的震中位于2004年12
月发生的 9.3 Mw 级苏门答腊 - 安达曼大地震的震
中附近。尽管2007年发生的地震的威力足以引发

海啸，但断裂带并没有像2004年地震那样从震中
向外围延伸开来（红色）。2007年地震所引发的小
规模海啸对该地区影响甚微。

地震成像资料证实了海啸的威力来

源于海床的隆起运动这一假定（上图）。

经过初步的分析，还确定了一条宽度超

过 135公里（85英里）的闭锁带，该闭

锁带的断裂运动在苏门答腊 -安达曼大

地震的强度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5]。

2007 年 9 月 12 日，在 2004 年 12 月
发生过地震的那条断层线上又发生了一

次8.4 MW级的地震，但所产生的海啸能

量相对较小（右上图）。科学家可以利

用从这两次地震获得的地震成像资料和

信息来更好地理解引发地震和大规模海

啸（或没能引发海啸）的机理。最终，

这些信息资料会被用于建模模拟，以帮

助完善海啸预测。

以引发了苏门答腊-安达曼大地震

的区域为代表的俯冲带在世界的其他

地方也同样存在。诸如 Q-Marine 系统

这样的技术也可以用在其他一些地方

来帮助人们更好地对地震活跃区域进

行研究。通过学术界与包括斯伦贝谢

在内的企业界的鼎立合作，科学家和

研究人员将能够获得更多的先进工具

来帮助那些可能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

做好应对灾害的准备。

力争实现早期预警

以下是 2004年 12月 25日由位于夏

威夷檀香山的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

局（N O A A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

（PTWC）记录到的与该次地震相关的一

系列事件：

● 当地时间下午 2点 59分，苏门答腊 -
安达曼大地震发生；

● 下午 3 点零 7 分，PTWC 探测到了第

一波地震波；

● 下午 3 点 10 分，PTWC 发出预警，

宣布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附近发

生了一次 8.0 MW 级的地震；

● 下午 3 点 14 分，PTWC 发布了一号

公报，认为太平洋盆地没有发生海

啸的危险。当时并没有各方相互进

行信息交流的机制；

● 下午 3 点 15 分，第一波海啸开始冲

击苏门答腊。

根据标准的运作程序，太平洋海啸

预警系统（TWS）的各参与方均收到了

一份关于此次灾害的文本式报文，同时

25000 家相关方收到了电子邮件通知。

另外，包括夏威夷民防局和国际海啸信

息中心在内的各有关机构都收到了电话

警报通知[26]。

鉴于全球80%的大地震都发生在环

太平洋地区，为该地区建立起一个如上

文所述的有效海啸早期预警系统将是一

项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举措。PTWC 正

是一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下属的政府间海洋委员会（IOC）协调之

下成立的协作网络中的一员[27]。太平洋

海啸预警系统由数百个分布于全球的地

震监测站、用于监测开阔洋面浪高的先

进海啸监测仪和分布于各战略要点的验

潮仪所组成（下一页，上图）。来自该地

区 26 个国家的各类组织通力协作随时

为公众提供海啸预警服务。

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像太平洋

海啸预警系统那样的预警网络，其造价

将非常高昂。此类网络所应对的是浩瀚

的海洋，需要在陆上以及水下布置价格

昂贵的监测设备，还需要为监测站长期

配备合格的工作人员。2004年12月所发

生的一系列灾难事件向人们展示了缺少

早期预警系统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太

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已经顺利成立，也为

印度洋海啸预警中心（IOTWC）的建立

提供了借鉴。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主要

依靠四类系统进行运作：地震监测、海

洋监测、快速建模模拟软件和通讯。

25. Singh，参考文献 19。

26. 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04/s2358.
htm（2007 年 8 月 18 日浏览）。

27. http://ioc3.unesco.org/itic/（2007 年 9 月 27 日浏
览）。

28. ICG/IOTWS-II，Communications Plan for the Interim
Tsunami Advisory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the Indian
Ocean Region，第 15 版本，2006 年 1 月。http://
ioc3.unesco.org/indotsunami/documents/IOTWS_
CommunicationsPlan_15Jan06.pdf（2007 年 10 月
25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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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地震台网（GSN）。全球地震台网是一个由众多相互协作的地震探测站（包括美国地震学研究机构联合会的下属机构）所组成的跨国多学科科研网
络，拥有大量的地震监测台站。截至 2007年 4月，该网络由包括 86个由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管理的台站，39个由国际加速度计部署台网（IDA）管
理的台站，1个宽带和超长周期地震仪全球网络和其他一些分台站所构成。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大学（图例中简称CU）是该网络的主要参与方，其资金

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有关GSN，IRIS，UCSD和 IDA更多的信息，请参见：http://www.iris.edu/。（根据“全球地震网络”的资料修改，http://www.iris.edu/
about/GSN/map_family.html。）

> 海啸警报发布标准。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地震的强度、地点（洋底或陆地之下）和深度三个指标来确
定海啸发生的风险并根据这些标准来发布警报。（数据来自参考文献 28。）

监测网络

根据地震波形数据可以确定三个重

要的地震参数，用来预测地震引发海啸

的可能性：

● 地点－地震发生在海底还是近海区

域；

● 深度－地震发生地点是否十分接近

地表，从而可能引起较大的地壳位

移；

● 强度－地震的强度是否足以引发海

啸。

地震监测工作主要由受各类政府机

构和教育部门支持的监测站来完成。全

球地震台网（GSN）是地震数据的主要

提供者。它由位于80多个国家的 225个
监测站组成。另外，PTWC和 IOTWC还

从其他地震监测网络，如国际监测系统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下属部门），

和一些由美国地震学研究机构联合会

（IRIS）协调管理的机构获取数据。

预警中心通过互联网接收地震数

据。然而，由于通过互联网传输数据的

可靠性无法得到保证（尤其是当基础设

施遭受大规模地震破坏时），这就需要

具备其他的数据源。日本松代地震观测

站（位于日本长野）的松代地震阵列系

统和由日本地震观测网络构成的大孔径

阵列系统便是这样的海啸预警中心的后

备数据源。

当地震发生时，预警中心要对数据

进行处理以评估海啸发生的风险。它们

根据现有的标准（该标准基于地震的强

度）进行判断来决定发布哪一类海啸警

报（上表）。采用最小二乘法并通过利

用P波到达时间和各反射相来估算震中

深度可以准确确定震中的位置[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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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监测海洋活动的浮标网络。在环太平洋沿岸部署了大量的DART深海海啸评价和报告监测浮标，
并计划部署更多的此类浮标。通过这一浮标网络，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可以获得海洋活动的信息。这
些浮标的绝大多数归NOAA 所有，少量分属于其他一些机构。截至 2007 年 10 月，印度洋地区已有两

个 DART 浮标投入使用。（根据 NOAA 的资料修改，http://www.ndbc.noaa.gov/dart.shtml。）

> 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GLOSS）。GLOSS在全球拥有 290多个海平面监测站，能够对长期的气候变化以及从海洋学的角度对海平面的变化进行监测。在

发生海啸时，来自这一系统的数据将被整合进入模拟软件，以提高预测和灾情评估的准确性。

获得地震数据只是认识海啸成因的

第一步。如果一次地震的强度足够大，

同时它发生的地点位于地壳的浅层部位

并位于洋底或近海区域，那么它就有可

能引发海啸。至于是否真正发生了海

啸，只有到海面才能够确定。

大洋的“脉搏”

要想对海啸的形成进行识别并准确

预测其到达的时间和波浪幅度，需要对

海平面进行精确的监测。主要利用两种

工具来监测海平面－NOAA布置在深水

区域的DART深海海啸评价和报告监测

浮标和布置在海岸线附近的验潮仪。尽

管DART浮标在全球都有分布，但在太

平洋的数量是最多的，目前已部署了28
个，另外在 2008年年底前还将再部署 4
个（右图）。DART浮标由一个固定在海

床上的海底压力记录仪（BPR）和一个

由钢缆绑定的、用于实时传输数据的海

面浮标所组成（下一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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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AA 的 DART II 型系统。海啸监测仪被固定在海床上，用来对温度和压力进行监测。测得的数据
通过声波脉冲传送至独立的水面浮标。水面浮标再通过商业铱星卫星将信息传送到海啸预警中心。第

一代DART系统要在浪高达到一定阈值时才能“触发”起动机制，开始进行探测和报告，而今天的DART
系统能够进行双向通讯、即时数据传输，不再依赖第一代系统中的那种触发功能。这可以保证在海啸
的波幅低于预设的阈值时同样可以对海啸进行测量和报告。当地震发生时，海啸预警中心使用预测软

件对海啸的强度和危害性进行建模模拟，但直至采集到经验数据（例如来自DART 浮标的浪高数据）
之时为止，预警中心都只能仅对海啸的可能性进行预测。研究人员使用DART系统信息来核实和完善
海啸的特征数据，这些数据能够帮助提高预报的准确性，完善监测、预警和人员疏散警报的质量。（根

据 NOAA 的资料修改，http://nctr.pmel.noaa.gov/Dart/。）

来自海底压力记录仪的温度和压力

数据通过一个声学连接装置传送到海

面，然后被转化为近似的海平面高度数

据。水深 6000 米（20000 英尺）时的测

量精度为±1毫米。这些数据将通过铱

星商业卫星传输到监测站。数据从浮标

到预警中心的周转时间不到 3 分钟[29]。

通过利用国际监测器网络，验潮仪

能够记录沿海地区的海平面变化。全球

海平面观测系统（GLOSS）由 290 多个

海平面监测站组成。这些监测站在世界

气象组织（WMO）所属的海洋学和海洋

气象学技术合作委员（JCOMM）和政府

间海洋委员会（IOC）的资助下协调工

作。GLOSS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全球及地

区海平面数据，用于气候、海洋学及海

岸海平面研究（前一页，下图）[30]。

模型预测

当发生了可能会引发海啸的地震或

其他事件而需要进行海啸模拟时，可以

运用多种软件程序来对海啸的潜在危害

程度进行预测。模型开始使用的是地震

资料，而一旦收集到实时海平面数据

后，这些数据将被整合进模型当中。通

过这些模拟程序，可以估计出波浪到达

时间、波浪高度以及淹溢模式。具备尽

可能迅速地进行精确预测的能力对模拟

模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苏门答腊 -
安达曼海啸中，从地震发生到第一波海

啸到达苏门答腊仅仅用时15分钟，从中

可以看出速度对模拟预测的重要性。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NOAA）开发出了一套一流的建模模拟

程序，名为海啸剖析方法（MOST）[31]。

MOST程序采用一套数值模拟代码来对

预设的波浪动态进行计算模拟，模拟对

象包括三个阶段－海啸生成阶段、海啸

传播阶段和海啸溯升阶段。该程序能够

为深水区提供疏网格，在那里波长较长

而所需节点较少。在浅水区，海啸的波

长将变短，而波幅增大。为了更好地对

波浪进行模拟，该程序主要研究高分辨

率格点。

早期预警系统根据MOST模拟结果

来向那些可能会受到海啸影响的地区发

布警报或通知。MOST程序起初在研究

模式下运行，通过向程序中输入预设值

（如地震强度、方向性和地点）来进行

情形模拟。这些模拟可能要耗时数小

时，这样便不适合应用于早期预警系

统。为了加速模拟过程，当探测到地震

时，该软件首先会将实时数据与业已存

在的模拟情形相对比来预测发生海啸的

可能性。当更多的信息（如DART 和验

潮仪数据）齐备后，可以对模型进行更

新（下一页图）。

29. http://nctr.pmel.noaa.gov/Dart/dart_home.html
（2007 年 10 月 1 日浏览）。

30. http://www.gloss-sealevel.org/（2007 年 10 月 18
日浏览）。

31. Titov VV 和 Synolakis CE：“Numerical Modeling of
Tidal Wave Run-Up”，Journal of Waterway，Port，
Coastal and Ocean Engineering，124 卷，第 4 期

（1998年 7/8月）：157-171。有关海啸建模模拟
更多的信息，请参见：http://nctr.pmel.noaa.gov/
model.html（2007 年 8 月 10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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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门答腊 - 安达曼大地震引发的海啸模型。研究人员利用 NOAA 的 MOST
模拟程序对穿越印度洋的海啸（箭头）进行了建模模拟。此处显示的是海啸
刚刚生成约 1 小时的情况，大约还需要三个多小时抵达非洲海岸。（根据
NOAA，PMEL 和海啸研究中心的资料修改，http://nctr.pmel.noaa.gov/model.
html。）

32. Geist EL，Titov VV 和 Synolakis CE：“Tsunami：
WAVE OF CHANGE”，Scientific American，294卷，
第 1 期（2006 年 1 月）：56-63。

33. http://nctr.pmel.noaa.gov/sumatra20070912.html
（2007 年 9 月 21 日浏览）。

34. Imamura F，Shuto N，Ide S，Yoshida Y和 Abe K：
“Estimate of the Tsunami Source of the 1992 Nicaraguan

Earthquake from Tsunami Data”，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20 卷，第 14 期（1993 年）：
1515-1518。

35.“Tsunami 2004：Waves of Death”，历史频道网
站，http://www.history.com/shows.do?
action=detail&episodeId=173117（2007 年 9 月 27
日浏览）。

36.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6/07/
060710085816.htm（2007 年 10 月 1 日浏览）。

分析 2004 年海啸所使用的另一个

工具 Jason-1地球成像卫星能够为建模

者提供整个海啸期间的精确浪高数据。

这些数据在空中采集，分辨率达厘米

级。和验潮仪和DART的点到点测量不

同，卫星可以对波浪进行实时、连续测

量。然而，由于滞后时间太久以及覆盖

范围过于分散，无法实时地使用卫星数

据。不过，可以利用卫星资料来对当前

开展的建模模拟项目进行校验和完善。

尽管掌握了如此多的数据，研究人

员仍然很难解释清楚为何苏门答腊 -安
达曼大地震能够引发规模如此之大、浪

高超过了人们最初预测的海啸。NOAA
的海啸预测是基于仅采用地震数据的模

型做出的，它最初所预测的在开阔洋面

上的海啸高度比实际高度低了10倍。通

过对来自验潮仪的海啸波幅数据的整

理，海啸的预测结果得到了不断完善，

但仍不足以令人满意。对地震所产生的

强大地震波的分析表明，最初的断层裂

缝以 2.5公里 /秒（1.6英里 /秒）的速度

从苏门答腊向北延伸开来。通过该分

析，还确定了地壳滑动最大的区域，从

而确定了产生海啸的最主要区域。进行

海啸模拟的研究人员所面临的问题是，

这些地震方法都没能提供足够的断层整

体运动数据，因而既无法模拟开阔洋面

上浪高的卫星观测结果，也无法重现班

达亚齐地区遭受严重淹溢的情形。

揭开海啸之谜最关键的一环来自

陆基全球定位系统（GPS）监测仪的高

程和位移数据，这些数据用来跟踪地

壳的运动。GPS传感器的记录速度要比

地震仪的记录速度慢得多。从这些传

感器获得的资料显示，在断层停止释

放地震能量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断层运动仍在继续。尽管断层的滑动

慢到一定程度后就不会引发海啸，但

这一被称为“震后滑动”的往往被人们

忽视的现象确实在海啸浪高的形成中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将GPS数据整合进

建模模拟中将能够极大地提高海啸预

警系统的预报精度[32]。另外一个难点是

如何快速地对这些数据进行整合。

在建模模拟软件的开发和使用过程

中出现的一个很大不足是极度缺乏可以

用来与模型进行对比的经验数据。2007
年 9 月 12 日，在 2004 年 12 月发生地震

的震中附近又发生了一次8.4 Mw级的地

震。这是自DART浮标在印度洋部署以

来发生的第一次重大事件。使用MOST
程序的研究人员预测浮标处的浪高上升

2厘米（0.75英寸），抵达所需时间约为

两小时50分钟。实际测得的浪高和抵达

所需时间与MOST的预测是一致的（下

一页图）[33]。

淹溢模型（用于预测海啸深入内陆

的距离）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科

研人员利用在海岸附近通过验潮仪测得

的数据或淹溢过后根据水渍所做的估计

数据来确定海啸的溯升情况。早期开展

的项目对岸边的浪高进行了测量，但难

以对岸上所受到的影响进行预测。1992
年发生的尼加拉瓜海啸给了科研人员一

次进行综合测量并将测量数据与模型预

测结果相比较的机会[34]。

通过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室试验和实

地测量，调查人员对模型进行了不断地

完善，直至模型的预测结果与海啸淹溢

经验数据相匹配。科研人员通过利用高

分辨率的陆地成像技术、精确的海洋测

深数据、沿海和近海地形数据、海啸历

史资料以及能够进行快速计算的软件向

人们展示了利用早期预警系统进行海啸

预测的可靠性。

鸣响报警

在2004年12月苏门答腊 -安达曼海

啸爆发前三个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

属的国际海啸信息中心（ITSU）发起成

立了一个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啸预警

系统工作小组。该工作组的宗旨是将太

平洋预警系统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受海啸

威胁的其他地区，包括印度洋。当地震

发生时，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试图与

受海啸影响的印度洋沿岸国家取得联

系。但不幸的是，当时正值星期日，许

多人正在度假当中。多数办公机构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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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T预测结果与海啸数据的比较。在这张印度洋地图（上）上显示的泰

国DART 浮标（黄圆点）安装于 2007年 8月。2007年 9月 12日，就在 2004年
苏门答腊 -安达曼大地震的震中南侧发生了一次8.4 Mw级的地震（红星）。此
次地震引发了一次很小规模的海啸。在一项浪高对比实验中（下），在距初

震8个小时后使用MOST程序对浪高进行的模拟结果（红色曲线）与泰国DART
浮标（蓝色曲线）所记录的数据无论在波幅还是在抵达时间上都基本吻合。
（根据 NOAA，PMEL 和海啸研究中心的资料修改。）

在办公，而警报也没有被传达到沿岸居

民那里。苏门答腊 -安达曼地震所带来

的影响之一是使全球早期预警网络的建

设步伐加快了。

海啸之后所开展的分析研究表明，

该地区的内部通讯及与其他监测站点的

联系非常匮乏。通过将海啸在肯尼亚和

索马里造成的伤亡情况进行对比就可以

清楚地看出建立应急管理系统的重要

性。肯尼亚没有海啸预警系统，但它拥

有一个化学品和油品泄漏警报系统。当

肯尼亚官员收到海啸迫近的消息后（海

啸从苏门答腊抵达肯尼亚历时4小时），

他们启动了化学品和油品泄漏警报系

统。大约有80万人收到了向内陆疏散或

寻找高地进行躲避的警报。在地震发生

4小时后，海啸抵达了肯尼亚和索马里

海岸。此次海啸在肯尼亚造成了 1人死

亡，而在没有预警系统的邻国索马里，

死亡人数为 150 人[35]。

由于有了互联网和卫星，相距遥远

的地区之间的通讯几乎在瞬间便可完

成，然而在发展中国家，通讯仍可能是

一个问题。另一些问题出现在需要将警

报传递到普通大众那里时。在制定应对

此类事件的计划时，必须将基础设施在

灾难发生时可能遭到严重损毁这一情况

考虑在内。由于卫星的出现，即使在没

有地面有线通讯设备的情况下，人们仍

然能够进行通讯，但还是应该具备应急

机制，以在局部通讯系统遭到破坏时能

够向普通大众发送警报。

公共信息和公众防范意识是建立起

有效的自然灾害预警系统的必要条件。

早期预警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项社会

事务，光凭技术本身难以解决这一问

题。如果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们无法收到

预警，或无法理解它的意思，或收到预

警后不采取行动，当危机发生时预警系

统也会失去其效用。有效的早期预警系

统除了应具备可靠的通讯技术手段，还

应以人为本。具备训练有素、经验丰富

的应急管理人员是确保预警信息被明白

无误地传递、理解和迅速采纳的关键。

另外，由于地震和海啸并不会局限于某

个国界内，区域协作也是十分重要的。

即使数据再完备，用于海啸预测的

模型精度也会受到海洋测深资料误差和

触发机制中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每一

次地震都有其独特的特点，而每一次海

啸的波长、浪高和方向性组合也都有其

各自的独特性。从预警的角度讲，由于

这一特点的存在，要对海啸进行实时预

测具有很大的难度。就 2004 年 12 月发

生的海啸而言，地震震中北部和南部地

区所受到的破坏比震中东部和西部遭受

的破坏要小得多。科科斯岛位于震中以

南1500公里处，而斯里兰卡位于震中以

西1500公里处。当时科科斯岛的最大浪

高为 42厘米（16英寸），而斯里兰卡某

些沿岸地区的溯升浪高超过了 8米（26
英尺）。预警中心的工作人员知道，需

要在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低估事件的严

重性（这样甚至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灾

难）之间寻找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未来的发展

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松浦晃一郎宣布，经过多方的努力，印

度洋周边已经建立起 26 个国家级海啸

信息中心[36]。这些信息中心是印度洋海

啸预警系统的一部分，是这一仿效太平

洋海啸预警中心构建起来的综合机构的

一期阶段。

截至 2007 年 10 月，印度洋上的地

震监测站均得到了升级改造，另有两个

DART 浮标被部署在了那里。另外，该

地区还将新设25个监测站，并与分析中

心进行实时联网。由于印度洋区域中心

的地址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目前的信

息报告从日本和夏威夷发布。未来，该

地区将部署更多的DART浮标和卫星系

统。这一工作当然远未结束。太平洋海

啸预警系统的开发历时40年之久，而要

为印度洋建立起同等规模的预警系统自

然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为随时应

对下一次大规模印度洋海啸的框架系统

目前已经就位。                           — 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