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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防灾减灾

救灾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关于中国地震监测台网实行统一规划和分级、分类管理的要求，落实中国

地震局党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地震监测预报业务体制

改革顶层设计方案》等改革部署，需要对标新时代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要

求和监测预报国际发展趋势，科学设计中国测震站网未来发展方向。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建设了覆盖全国的数字化测震站网，实

现了观测资料的实时传输，对全国 3 级以上显著地震 20 分钟内可完成地

震速报。但是测震站网在覆盖面积、密度和总体布局上距离大力提升地震

灾害风险管理能力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长远规划不够，地震

监测能力不均衡，存在监测空白区和薄弱区域，应急产品不能充分满足公

共服务需求，观测系统标准化程度不高，新型观测技术应用不足等方面。 

我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地震监测站网是防震减

灾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服务经济社会建设和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提升地震监测预报现代化水平，提升地震灾害风险防范能力，提升国际前

沿地震科学研究服务能力，对优化完善地震监测预测预警体系建设提出了

更直接而迫切的要求。因此，需要根据震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依据满

足需求、一网多用、站类清晰、综合设计的原则，规划中国测震站网（2020～

2030 年），更加高效、灵活地服务地震灾害应急管理。 

到 2030 年，通过合理布局和科学配置资源，将实现对地震和非天然

地震事件及其影响的实时准确测定和信息发布，为地震灾害应急处置、地

震危险性及灾害风险评估提供可靠的基础信息，推进地震安全韧性城乡建

设；为地震预测预报和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推动地震学基础理论与前

沿技术发展；为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地震灾害风险提供技术支撑，更加有

力地保障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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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现状分析 

中国大陆地处欧亚板块，受印度、太平洋、菲律宾海板块和欧亚板块

的相互作用，以及欧亚板块内部深部地球动力作用，在中国大陆内部形成

了 200 多条不同类型的活动构造断裂带。我国大陆地震活动与这些断裂紧

密相关。根据地震观测记录统计，1900 年以来我国大陆地区 7 级以上地震

均发生在活动构造断裂带上，其中 5 级以上地震主要发生在新疆西部、青

藏和川滇地区，以及华北部分地区（图 1.1）。 

图 1.1 我国地震活动与人口密度分布 

我国人口密度分布呈东密西疏特征，36%的国土分布了 96%以上的人口，而地震活动呈

西密东疏特征，西部地区受欧亚板块、印度洋板块构造活动影响，地震活动频繁。华

东、华中、华南地区人口分布密集，地震活动性较低。 

1.1 测震站网现状 

我国测震站网由地动速度观测和强震动加速度观测站（网）组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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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速度观测站在全国均有布设；强震动加速度观测站主要围绕全国地震重

点监视防御区和地震预警与烈度速报示范区布设。 

测震站网观测站分布情况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测震站网观测站分布情况 

测震站网基本依据大陆活动断裂展布和人口分布两大因素进行布局，地动速度观测站

的布设主要考虑活动构造断裂分布兼顾人口经济因素，强震动加速度观测站的布设兼

顾地震风险防范原则。 

1.1.1 地动速度观测 

目前测震站网共有地动速度观测站 1107 个，分为国家站和区域站。分

布情况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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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地动速度观测站分布情况 

地动速度观测站的分布与我国大陆地震活动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国家站分布依据我国

大陆活动断裂，相对均匀，而区域站分布东密西疏。内蒙古、西藏、青海和新疆部分

地区的观测站数量较少、间距较大，对区域中小地震的监测能力相对较弱。 

国家站主要用于国内中强震和全球大震的有效观测和准确测定。现有

国家站 166 个，主要采用甚宽频带观测设备（120 秒～40 赫兹）。除青藏

高原部分地区，其他地区平均间距 100～250 千米，以保证获取中强地震

的长周期地震记录。 

区域站主要用于区域中小地震即地方震的监测。现有区域站 941 个，

主要采用宽频带观测设备（60 秒～40 赫兹）和短周期观测设备（1 秒～40

赫兹）。台站分布于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内蒙古、西藏、青海、

新疆的部分地区外，其他地区平均间距 50～100 千米。 

目前，我国首都圈地区地震监测能力达到 1.0 级左右，省会城市地区

达到 1.5 级左右，东部大部分区域达到 2.0 级左右，西部大部分区域达到

2.5 级左右，内蒙古、西藏、青海和新疆部分无人地区在 3.5 级左右，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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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在 4.0 级左右。 

1.1.2 强震动加速度观测 

目前我国共有强震动加速度观测站 2975 个，包括强震动（加速度计）

观测站和强震动（烈度仪）观测站。 

强震动（加速度计）观测站共有 1965 个，主要采用触发式记录（部分

采用连续观测），观测频带为直流（DC）～80 赫兹，观测幅值范围为±2g。

观测站主要分布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及周边地区。在一

级强震动监控区内，平均间距约 25 千米；在二级强震动监控区内，平均

间距约 40 千米。分布情况如图 1.4 所示。 

图 1.4 强震动（加速度计）观测站分布情况 

根据地震活动性、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因素，围绕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分布，

强震动监控区分为两级：一级为首都圈、四川、云南、新疆、甘青川交界等区域，二

级为辽宁、山东、福建、内蒙古、晋陕豫交界等区域。 

强震动（烈度仪）观测站共有 1010 个，全部采用连续观测，主要分

布在首都圈、福建、川滇和川西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试验示范区，其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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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圈示范区 370 个、福建示范区 300 个、川滇示范区 270 个，川西示范区

70 个。分布情况如图 1.5 所示。 

 

图 1.5 强震动（烈度仪）观测站分布情况 

首都圈、福建、川滇、川西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示范区分别位于我国华北平原地震带、

华南沿海地震带、南北地震带，历史上曾发生唐山地震、汶川地震等重特大破坏性地

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通过综合利用加速度计观测和烈度仪观测的数据，可在重点监控区发

生中强地震后 2 小时内，产出地震动参数分布和烈度分布。台站越密，获

取的地震动参数和烈度分布的空间分辨率越高。 

1.1.3 市县站网与专用测震站网 

除上述测震站网外，一些地区还有地方政府建设的市县站（网），以

及企业建设的专用站（网）。目前我国共有 567 个市县站和专用站，分布

在 23 个省份（图 1.6）。其中一部分观测站数据已纳入中国测震站网进行

数据共享，还有一部分观测站因观测场地、仪器配置、运维标准等与地震

行业标准和规范存在差距，未接入中国测震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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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市县站与专用站分布情况 

1.2 国际发展趋势 

1.2.1 测震站网发展 

目前国际上开展地震监测并建成较大规模测震站网的国家主要有美

国和日本，欧洲部分国家也联合建立了区域性测震站网，应用于地震监测

与研究。 

美国地震监测站网主要包括国家骨干网、强震动网和 15 个区域网，

目前共有约 4000 个观测站。其中骨干网观测站为 97 个，平均间距 300 千

米。强震动网和区域网主要分布在地震危险性较高的 26 个城市，最小站

间距达到千米级（图 1.7）。 

为实现西海岸地区的地震预警，美国正在改造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

华盛顿地区的 1100 个观测站，拟新建 560 个观测站。地震动速度观测站和

强震动加速度观测站的综合观测间距为：城市地区约 10 千米、高风险区

及人口稠密区的震源区约 20 千米、低风险区约 40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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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美国地震监测站网分布情况 

图中不同颜色显示不同的地震危险性。美国地震监测站网高密度区域基本覆盖了地震

危险性较高或地震风险较高的地区。（信息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 

日本的地震监测站网主要由 Hi-net、F-net 和 K-net 组成。其中 Hi-net

包括 879 个高灵敏度井下观测站，F-net 包括 43 个宽频带观测站，K-net

包括 1045 个强震动观测站。各类观测站基本均匀分布，平均站间距小于

20 千米（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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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日本地震监测站网分布情况 

（信息来源：日本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网站） 

1.2.2 观测技术发展 

（1）观测仪器 

由于测震观测的对象包括地球脉动、天然地震、各类诱发地震、塌陷

地震、固体潮汐等，其信号频带范围从数百赫兹到数千秒，跨越 7 个数量

级；信号幅度从纳米级到数十米级，跨越 11 个数量级，因此测震仪器的主

要发展趋势包括： 

——向更宽频带、更大动态范围、更低仪器噪声的方向发展。如超宽

频带地震仪工作低频端小于 0.003 赫兹（周期大于 360 秒），高频端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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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兹以上，仪器自身噪声在频带范围内小于 10-10米/秒 2。 

——向立体观测设备发展。包括井下观测、海洋观测、空间（次声）

观测等，形成对地震的立体观测能力。 

——向小型化、一体化、智能化和低功耗、低成本方向发展。 

（2）观测模式 

对大范围的常规观测，主要是向自动观测发展，测震站网布局大体采

用兼顾均匀的密集化发展模式。对特定科学研究，常采用特定布局的台阵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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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需求分析 

测震站网是地震预测预报、应急救援以及震害防御等行业任务的基础

支撑，站网产出的数据及产品广泛应用于地球科学研究、国民经济建设及

国防外交等多个方面。为强化地震响应快速评估能力，及时发布地震基本

参数及其影响的可靠信息，同时为地震预测预报、地震动力学、地震孕育

过程、结构抗震、灾害风险防范等研究提供更高精度资料，需要进一步优

化测震站网布局，提高观测站的覆盖度，提升数据产出的时效性和准确度。 

2.1 提升突发事件应对响应能力的需求 

（1）提升地震速报服务能力的需求 

    地震速报是防震减灾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测震站网的首要任务。“又

快又准”的发震时刻、地点、震级等地震基本参数，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

开展各项应急工作的最基础信息，也是及时回应社会关注、维护秩序稳定

的重要依据。 

同时，测震站网还可以快速准确判定滑坡、塌陷、泥石流及爆炸等非

天然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大致体量。 

（2）提升地震烈度速报服务能力的需求 

    地震烈度速报是政府快速准确掌握地震灾情分布情况、指导救援人员

和物资迅速到达灾区、合理分配救援力量的重要前提。破坏性地震发生后，

提供基于城市和乡镇级别的高精度地震烈度速报信息，有助于开展抗震救

灾的科学决策和指挥。同时，为水库、矿山、油气田、高铁、核电站等重

大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工程提供地震安全检测及恢复运行信息支撑。 

（3）提升地震预警服务能力的需求 

    地震预警是减少地震灾害造成人员和经济损失的有效手段。快速准确

的秒级地震预警信息，可以为公众和企业提供紧急地震信息，指导地震应

急处置和避险措施，以达到减少地震人员伤亡及地震次生灾害损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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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升地震预测预报水平的需求 

完备、精准的地震目录和震源机制、视应力展布、动态破裂过程等测

震站网产出，是提升地震预测预报水平的主要数据基础，是推动地震预测

由经验预测向物理预测拓展，发展地震动力学概率预测模型理论方法的重

要依据。地震预测预报水平的提升需要孕震区地震定位精度优于千米级、

地壳速度结构分辨率优于 5 千米级。 

2.3 深化地震科学研究的需求 

高质量的地震观测数据是获取“透明地壳”，实现“解剖地震”的必

备条件。提升我国大陆地震信息捕获能力和重点区域微小地震识别能力，

将有助于获取全国地壳一维、重点地区三维速度结构，以及震相走时表和

断层精细结构，将为城市尺度的地壳浅层三维结构成像和建模、大型工程

结构地震动力响应特征分析等提供高密度、高精度、高可靠度的地震观测

资料。 

2.4 强化灾害风险防范能力的需求 

建设“韧性城乡”对地震动及其造成的灾害的信息捕捉能力和处理能

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准确、快速产出高分辨率的地震动烈度空间分布，将

为灾后快速评估和恢复重建等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同时，大量的近场强震

动数据能为提升城乡地震综合防御能力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数据支撑，进

而切实推动从减少地震灾害损失向减轻地震灾害风险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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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问题与不足 

面对日益迫切的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地震预测预报、地震科学研究和

灾害风险防范需求，我国测震站网还存在如下问题亟需解决。 

3.1 站网长远规划不够 

长期以来我国测震站网建设主要依托不同目的、不同来源的建设项目

开展，分块设计、多头建设，缺乏统一科学的站网规划，对省级相关建设

项目的指导性和约束性不强，缺少对站网功能目标、空间布局、观测质量、

应用效能的科学评估机制，各类观测站基本“只进不出”，地方观测资源

整合利用不够。 

3.2 地震监测能力不均衡 

我国西部地区地震活动性高，现有地震观测站密度相对低，监测震级

下限偏高，地震基本参数特别是震源深度的测定精度不高，存在较显著的

地震监测薄弱区域。在经济发达和城市群地区，随着财富集中和人员聚集，

愈发呈现地震灾害隐患多、风险高的特征，现有地震灾害危险源的综合监

测能力与城市群的风险防范和安全需求不匹配。 

3.3 应急产品不能满足公共服务需求 

目前我国测震站网的功能目标较为单一，地震烈度速报和地震预警能

力尚未全面形成，面向应急管理目标的智能化组网、快速扩展布网、多维

产品产出服务的监测服务能力不强，对滑坡、泥石流、爆炸、矿震等非天

然地震事件的监测能力偏低，尚不能全面满足政府应急、公共服务和行业

服务的需求。 

3.4 观测系统标准化程度低 

尚未建立统一和完备的测震站网分级、分类标准。各类观测站缺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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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配置要求，仍然存在观测仪器、设备接口等不统一的问题。仪器的观

测频带、动态范围不能完全有效互补，近场大震存在限幅等无法完整记录

和准确测定的情况。建立健全仪器列装、质量控制、装备保障等标准化体

系迫在眉睫。 

3.5 新型观测技术应用不足 

目前，受到城镇化建设等生产活动影响，相当一部分观测站的观测环

境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观测质量明显下降。亟待提升地震观测抗环境干扰

能力，发展井下、光纤等低功耗、小型化、智能化的地震观测技术和设备。

此外，随着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研发也亟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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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设计思路和目标 

坚持以目标和需求为导向，围绕地震速报预警、地震预测预报、地震

科学研究和地震灾害风险防范等行业核心任务，以标准化的观测站点建设

为基础，大幅提升全国地震监测能力为目标，针对我国全境，瞄准重点地

区，按不同功能科学设计测震站网布局。 

4.1 设计思路 

4.1.1 坚持功能导向 

明确各类测震站网的主要应用和功能定位，分级分类设计观测布局和

仪器配置，提高全国不同类型地震（振动）事件的监测和识别能力，实现

一网多用。 

4.1.2 有感必有报 

实现地震监测“又快又准”，提高有感地震和破坏性地震的有效观测

和分析处理能力，做到“有感知必速报”。进一步降低震级监测能力下限，

为区域小弱地震（振动）事件监测（天然地震和非天然地震）和地震基本

参数精准速报提供可靠连续的地震观测数据。 

4.1.3 规范建设标准 

依据观测站的分级与功能定位，科学规范各类观测站的仪器配置、环

境条件和建设标准，保障产出高质量观测数据，确保近场和远场的实时宽

频带无失真观测。 

4.1.4 面向灾害风险防范 

在人口稠密地区，特别是地震灾害高风险地区，强化近场加速度观测，

获取地震实时信息，为烈度速报、地震预警、建筑破坏分析、抗震设防等

防震减灾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4.1.5 对标国际先进 

在参与国际数据交换与比对的观测站，布设频带更宽、动态范围更大、

仪器噪声更低的超宽频带地震仪。在沉积层较厚以及城市、沿海、海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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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开展井下观测和海洋观测，扩大空间观测数据的融合应用，加快构建

立体地震监测体系。围绕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功能目标，发展智能化、小

型化、低功耗观测系统，降低测震站网建设和运行成本。 

4.2 设计目标 

到 2030 年，通过合理布局和科学配置资源，建成 3036 个基准站、35580

个基本站，构建覆盖全国、重点加密的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测震站

网，形成我国大陆地区相对均匀、主要活动构造断裂适度加密的观测模式，

为地震预报和地震科学研究提供高精度、高可靠性、高时空分辨率的数据

产品，有效地服务防震减灾、国防和经济建设。 

——提升地震速报能力。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 2.0 级地震速报，震后

20～30 秒至 1 分钟内发布地震基本参数自动速报结果，震后 5～10 分钟完

成地震参数正式速报。中国周边地区发生 4.0 级地震，全球其他国家和地

区发生 5.0 级地震，海域发生 6.0 级地震后 10 分钟内完成地震参数正式速

报。 

——提升地震烈度速报能力。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 3～10 分钟内 5

级地震烈度速报能力，震后 2～5 分钟发布实测地震烈度速报结果，10 分

钟内发布详细地震动参数结果。 

——提升地震预警能力。在华北、南北地震带、东南沿海、新疆天山

中段形成更加完善的秒级地震预警能力，包括首台触发 3 秒内原地报警、

4～6 秒灾害性地震预警和警戒性地震预警等。在全国范围实现首台触发

5～10 秒远场大震预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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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站网设计 

坚持需求和目标导向，以“又快又准”监测地震活动为主要目标，围

绕地震速报、地震烈度速报与地震预警等三大主要应用功能，按照基准站、

基本站两个层次进行站网设计，提升中国测震站网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 

5.1 观测站分类 

5.1.1 基准站 

基准站是获取地动位移、速度、加速度等高稳定、高可靠、高精度的

连续观测数据的平台，为开展区域地球内部结构和地球动力学、地震孕育

过程、地震预测等研究提供基础资料，是地震观测比对、地震观测方法规

范的测试评估以及观测仪器标校的测试平台，部分基准站还参与国际数据

交换与比对。 

根据中国测震站网功能和发展需求，基准站包括 166 个基准一类站和

2870 个基准二类站。 

5.1.1.1 基准一类站 

布设依据：为实现近场（国内）大震强信号观测不限幅，远场（全球

及周边）大震长周期弱信号可记录的宽频带、无失真观测，参考国际上地

震观测“骨干站”布局方式，基准一类站在我国大陆范围内基本均匀分布，

平均间距 250 千米左右。 

观测场地：基准一类站的观测环境地噪声水平一般应为Ⅰ级水平

（Enl<3.16×10-8 米/秒），可清晰观测并记录固体潮和地球自由振荡，在海

岛等特殊地区可适当放宽，但不应低于环境地噪声Ⅱ级水平（3.16×10-8

米/秒≤Enl<1.00×10-7米/秒）。优先采用洞室或井下观测场地，站址一般应

保持 15 年以上稳定不变。参与国际数据交换与比对的基准站应采用洞室

观测场地，站址应保持 30 年以上稳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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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配置： 

（1）基准一类站的观测物理量包括地动速度、地震动加速度和地动

位移，要满足从微震至大震的近场观测，观测系统所记录地脉动信号动态

范围应不低于 210 分贝（dB）。其中地动速度观测应满足可记录 10-9米/秒

的微小振动，观测低频长周期为 120 秒及以上；强震动加速度观测范围±

4g；地动位移观测精度应优于 0.05 米。 

（2）基准一类站配置的观测仪器包括：速度型宽频带（120 秒或 360

秒）观测、速度型短周期（1 秒）观测、加速度型观测和 GNSS 连续位移

观测仪器。所有观测仪器使用双备份，全部采用连续观测和实时传输方式。 

基准一类站分布情况见图 5.1。 

图 5.1 中国测震站网基准一类站分布图 

5.1.1.2 基准二类站 

布设依据：根据我国地震活动构造断裂、区域速度结构模型和地震典

型深度（10～30 千米）展布，兼顾均匀和针对性加密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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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北京及周边地区，以平均间距 10～30 千米加密布设。 

（2）在我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面积约 115 万平方千米），满足中

强地震基本参数的测定精度，特别是震源深度快速准确自动测定的需求，

观测站间距应尽可能接近我国典型震源深度（10～30 千米），覆盖主要活

动构造断裂，以平均间距不大于 30 千米的方式进行布设。 

（3）在长江中下游、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经济社会活动发达

的城市群地区（面积约 130 万平方千米），按照平均间距 40 千米左右的方

式进行布设，满足有感知震动事件自动快速测定的需求。 

（4）在我国其它地区（面积约 705 万平方千米），按照平均间距 80

千米左右的方式进行布设，满足 2.0 级及以上地震自动快速测定的需求。

在我国西部特别是青藏高原等人口稀疏地区，观测站平均间距在 100～150

千米左右，保证 2.5 级地震监测能力下限的要求。 

观测场地： 

（1）基准二类站的观测环境地噪声水平一般应不低于环境地噪声Ⅱ

级水平（3.16×10-8 米/秒≤Enl<1.00×10-7 米/秒），在城市、沿海、海岛等

环境噪声较大地区可适当放宽，但应不低于环境地噪声Ⅲ级水平（1.00×

10-7 米/秒≤Enl<3.16×10-7米/秒）。 

（2）基准二类站一般采用地表观测，在沉积层较厚以及城市、沿海、

海岛等环境噪声较大地区，可采用井下观测方式。基准二类站站址一般应

保持 10 年以上稳定不变。 

仪器配置： 

（1）基准二类站的观测物理量包括地动速度和加速度，要满足从微

震至大震的近场观测。其中地动速度观测应满足可记录 10-9 米/秒的微小振

动，可观测低频长周期（一般小于 60 秒），加速度观测范围±4g。 

（2）基准二类站配置的观测仪器包括：速度型宽频带观测（60 秒）

或短周期（1 秒）观测，以及加速度型观测仪器。所有观测仪器使用双备

份，全部采用连续观测和实时传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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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二类站分布见图 5.2。 

图 5.2 中国测震站网基准二类站分布图 

5.1.2 基本站 

基本站是获取区域性高密度、高精度的地震动和地震影响场观测数据

的平台，为地震速报、地震烈度速报和地震预警，以及地震灾害风险评估、

建筑结构抗震设防提供基础资料。 

根据中国测震站网功能和发展需求，基本站包括 3980 个基本一类站

和 31600 个基本二类站。 

5.1.2.1 基本一类站 

布设依据： 

（1）要求能获取 5.0 级以上地震近场 30 伽（gal）以上强震动记录，

观测站平均间距应不大于 40 千米。 

（2）要求能获取强震的震中烈度实测值，观测站平均间距应不大于

15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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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求对 4.0 级以上地震应能在震后 5 秒有至少 3 个观测站触发，

平均间距应为 5～15 千米。 

（4）根据以上要求，依据 GB18306-2015《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在我国大陆六度及以上设防地区（面积约 557 万平方千米），按照每县（区）

至少 1～2 个基本站进行布设。在地震多发区，主要布设在地震活动水平

较高的活动构造断裂带上。在特大城市重大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油气

管网等周边进行适当加密。 

观测场地：选择自由场场地，避开局部地形变化大的地点。在无合适

场地时，可布设在独立的一层或二层建筑物的底层地面。场地最大背景振

动加速度噪声一般应小于 0.001 米/秒 2。 

仪器配置：基本一类站的观测物理量是地震动加速度，加速度观测范

围±4g。配置的观测仪器为强震动加速度计，观测频带优于 0.02～50 赫兹

（频率响应平坦）。全部采用连续观测和实时传输方式。 

基本一类站分布情况见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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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中国测震站网基本一类站分布图 

5.1.2.2 基本二类站 

布设依据：在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和周边加密布设，实现乡镇街道基

本全覆盖，平均间距 5～7 千米，在经济发达及人口稠密地区平均间距达

到千米级。 

观测场地：一般为空旷场地，或二层以下小型建筑且地基处无 1 米以

上回填土的场地。地面脉动在 1～20 赫兹频带范围内的最大背景振动加速

度噪声均方根值应不大于 0.01 米/秒 2。 

仪器配置：基本二类站配置强震动烈度仪，观测频带优于 0.1～35 赫

兹（频率响应平坦）。采用实时传输和事件传输相结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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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中国测震站网观测站类型 

观测站类型 
观测站

规模 

观测物 

理量 
观测仪器 空间布局 

基准站 

基准 

一类站 
166 

地 动 速

度、加速

度、位移 

1.甚宽频带地震计 

2.短周期地震计 

3.强震动加速度计 

4.GNSS 接收机 

5.超宽频带地震计* 

（*仅在参与国际数

据交换与比对的基

准站配备） 

在全国范围内相对均

匀分布，平均间距250

千米 

基准 

二类站 
2870 

地 动 速

度、加速

度 

1.宽频带地震计或

短周期地震计 

2.强震动加速度计 

北京及周边地区：

10～30 千米 

重点监视防御区：小

于 30 千米 

城市群地区：约 40 千

米 

其他地区：约 80 千米 

西部人口稀疏地区：

100～150 千米 

基本站 

基本 

一类站 
3980 

地动加速

度 

1.强震动加速度计 

我国大陆六度及以上

设防地区平均站间距

小于 40 千米 

基本 

二类站 
31600 1.强震动烈度仪 

地震多发地区平均站

间距 5 千米 

5.2 组网方式 

到 2030 年，将建成由约 38616 个地震观测站构成的中国测震站网，

观测站密度将提升至平均每 300 平方千米 1 个地震观测站。 

面向地震监测预报业务和公共服务需求，坚持“一网多能、一站多用”，

综合使用基准站和基本站，构成专项业务和多用途、多功能的测震站网，

目前主要发展地震速报网、地震烈度速报网和地震预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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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地震速报网 

主要功能： 

用于连续监测中国和全球的地震活动，能够在数分钟内快速精准测定

地震事件和非天然地震事件的位置、震级、时间、深度等参数，为地震应

急响应和紧急救援决策提供及时有效的依据。 

技术指标： 

（1）地震监测能力：北京及周边地区达到 1.0 级，我国东部人口稠密

地区达到 1.5 级，西部大部分地区达到 2.0 级，西部少数人口稀疏地区达

到 2.5 级，近海海域达到 2.0 级，其他海域大部分地区达到 3.0 级。中国周

边地区 4.0 级，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 5.0 级，海域 6.0 级。 

（2）地震速报时效性：20～60 秒发布我国大陆地震参数自动速报结

果，5～10 分钟发布人工复核地震参数。5～15 分钟发布我国周边及全球

地震参数自动速报结果，20 分钟内发布人工复核地震参数。 

（3）速报参数精度：我国大陆大部分地区震中定位精度优于 5 千米，

震源深度精度优于 5 千米；重点地区震中定位精度优于 1 千米，震源深度

精度优于 3 千米，我国海域大部分地区震中定位精度优于 20 千米，近海

震中定位精度优于 10 千米。 

（4）其他震源参数产出时效性。震后 10 分钟产出并持续更新余震序

列、综合地震目录等。震后 10～20 分钟产出震相信息、破裂过程等。 

规划实施后全国地震监测能力如图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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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中国测震站网地震监测能力图（2030 年） 

5.2.2 地震烈度速报网 

主要功能： 

连续监测特定场地的地面运动和场地响应特征，准确预测潜在震源区

强地面运动特征提供观测数据，为开展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抗震设计、工

程建设提供可靠的基础资料与产品。 

技术指标： 

（1）地震烈度速报。4.0 级以上地震发生后，3 分钟内生成乡镇级行

政区划单位实测地震烈度速报信息（网格精度约 5 千米），10 分钟内生成

精细化地震烈度分布图。 

（2）地震动参数速报。5.0 级以上地震发生后，5～10 分钟内生成峰

值加速度和峰值速度的空间分布图、加速度和速度的动态震动图、地表地

震波累积能量时空分布图、多个周期点的加速度反应谱和速度反应谱空间

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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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后全国地震烈度速报精度如图 5.5 所示。 

图 5.5 中国测震站网地震烈度速报精度分布图（2030 年） 

颜色越深，地震烈度速报产品网格精度越高 

5.2.3 地震预警网 

主要功能： 

地震事件自动识别，且在破坏性地面振动到来之前的几秒到几十秒内

发出预警信息，使目标区内人员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重大基础设施采取保

护措施，有效地起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目的。 

技术指标： 

（1）原地报警。重点地区地震发生后，首台触发 3 秒内向可能遭受

地震影响的区域和特定用户发布报警信息。 

（2）灾害性地震预警。重点地区地震发生后，首台触发 4 至 6 秒（震

后 7 秒）后向预测烈度 6 度及以上地区发布预警避险信息。 

（3）警戒性地震预警。重点地区地震发生后，首台触发 4 至 6 秒（震

后 7 秒）后向预测烈度 4 至 5 度地区发布告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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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远场大震预警。重点地区及周边 300 千米内发生大地震后，首

台触发 5 至 10 秒向可能遭受影响的特大城市、大中城市发布远场大震预

警信息。在其他地区或我国大陆周边 300 千米内发生大地震后，首台触发

10 至 30 秒向距离震中 150 千米以外可能遭受影响的特大城市、大中城市

发布远场大震预警信息。 

规划实施后全国地震预警信息第一报用时如图 5.6 所示。 

图 5.6 中国测震站网地震预警信息第一报用时分布图（2030 年） 

颜色越深，地震预警时效性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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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划实现途径 

到 2030 年，将在现有基础上，按照“两步走”的方式逐步实现中国

测震站网规划： 

第一阶段：当前至 2025 年。统一各类观测站技术标准、设备选型和

布局要求。初步完成基准站布局调整与建设，推进基本站建设与完善。基

本消除我国大陆地震监测能力薄弱地区。我国东部人口稠密地区地震监测

速报下限基本达到 1.5 级，西部大部分地区接近 2.0 级。具备地震烈度速

报和预警能力的地区进一步扩大。 

（1）基准站。依托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一带一路”地震

监测台网等项目，改建基准一类站 134 个，新建改建基准二类站 2013 个。

依托“十四五”重大项目，改建基准一类站 32 个，新建基准二类站 501

个。 

（2）基本站。依托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一带一路”地震监

测台网等项目，新建改建基本一类站 3269 个，新建基本二类站 10350 个。依

托“十四五”重大项目，新建基本一类站 711 个，基本二类站 15250 个。 

第二阶段：2026 年至 2030 年。完成规划所有观测站新建改建。 

实现中国测震站网的现代化改造，新建基准二类站约 356 个，基本二

类站 4990 个，完成由基准站、基本站构成的中国测震站网，满足中小尺

度灾害性地震预警、预测预报和科学研究的服务需求。 

表 6.1 中国测震站网规划实现途径 

观测站类型 当前 2025年 2030年 

基准站 
一类站 166 166 166 

二类站 941 2514 2870 

基本站 
一类站 1965 3980 3980 

二类站 1010 26610 3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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