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２， Ｎｕ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８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ＯＥＦ）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１

Ｂｉ Ｊｉｎｍｅｎｇ１）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２） ∗

１）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２００３０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ＯＥＦ）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ＥＦ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ＣＳＥＰ ） ” ｐｌａｎ，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ｐｒｉｌ ６， ２００９， ａｎ Ｍ Ｗ ６ 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ｂｅｎｅａｔｈ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ｑｕｉｌ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ｔａｌｙ，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ｔｈｅ “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ｅｖ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ＯＥＦ） ” （ Ｊｏｒｄ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 Ｕｎｌｉｋ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ＯＥＦ 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ｉｍ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ｇｏｏ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 Ｊｏｒｄ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ＥＦ， ｉｔ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ｈｅｌｄ ｏｎ Ｊｕｎｅ ８ ｔｏ １１， ２０１４ ｉｎ Ｖａｒｅｎｎａ， Ｉｔａ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ＯＥＦ ｔｏｐｉｃ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 Ａｐｒｉｌ ３， ２０１７；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ｏｎ Ｊｕｎｅ ３， ２０１７．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ａｓ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２０１８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
ｇｉｍ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ＥＡ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０１）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１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 “ Ｆｒｏｍ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Ｈａｚａｒｄ ｔｏ Ｒｉｓｋ ” ，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Ｌｏｗ⁃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 ＵＳＧＳ ） ｈａｓ ｈｅｌ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ＯＥ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Ｕ 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６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ｓｅｔ ｕｐ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ｏｎ ＯＥ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ｏ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ＯＥ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ｅａｓｅ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Ｅ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 ，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Ｅ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ＯＥＦ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ＥＦ ｉ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ｓ． Ｉ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１ ）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ＥＦ． Ａｓ ａ ｃｏ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ｏｏｌ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ａ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ｈａ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ｃａｎ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ｂｙ 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 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Ｔ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ａ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ｑｕｉｌａ ｍａｉｎ ｓｈｏｃｋ ｙｉｅｌ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ｓ ｏｆ ５ － ２５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ｒｅａ
（ － ３６００ｋｍ２ ）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Ｌ̓Ａｑｕｉｌａ⁃ｓｉｚｅ ｅｖｅｎｔ
ｗａｓ ５ － ２５ ｔｉｍｅｓ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ｏｎ Ａｐｒｉｌ ６， ２００９ ｔｈａｎ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 Ｍａｒｚｏｃｃｈ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 ＵＳＧＳ） ｈ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ＳＴＥＰ） ”
ｍｏｄｅｌ （ 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ｓｍａｌ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ｖｅｎｔｓ （ Ｍ ＝ ３ ０ － ４ ０ ） ｙｉｅｌ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ｓ ｏｆ １０ － １００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ｅｒ （ 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 ． Ｔｈｅ ＥＴ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ＳＡ ａｎｄ Ｉｔａ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ｓ ｏｆ １０ － １００ （ Ｈｅｌｍｓｔｅ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Ｃｏｎｓｏｌ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 ．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ＣＳＥＰ） ” ｐｌａｎ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ｅｐ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ＥＦ． Ｉｎ
２００６， ｔｈｅ ＣＳＥＰ ｐｌａｎ，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Ｃｅｎｔｅｒ （ ＳＣＥＣ） ，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ｎｅａｒｌｙ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ＳＥＰ ａｄｏｐｔｓ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ｃｔ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 ｂｙ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ｃｒｅｅｎ ｏｕｔ ｔｈｅ “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ＳＥＰ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Ｏ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Ｐ ｐｌａｎ， ｗｅ ｔｒｙ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ａ “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２， Ｎｕｍｂｅｒ １

３

ｔｅｓ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 ３ ） Ａｔｔａｃ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ＥＦ ａｔｔａｃｈｅｓ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ｅｄｉｕｍ⁃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ＰＳＨＡ） ” ， ｗｈｉｃｈ ｇｕ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ＥＦ ｍａｋｅ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ＣＢＡ ） ．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ｂｌ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ｇｕｎ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Ｏ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Ｏ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 （ Ｍａｒｚｏｃｃｈ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ｔａｌｙ 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 Ｊｏｒｄ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
２
２ １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ｗｈｙ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ＥＦ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ｏｗ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 ，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 （ Ｂ ｜ Ａ ）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Ｂ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Ａ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Ｐ（ Ａ ｜ Ｂ）
Ｐ（ Ｂ ｜ Ａ） ＝ ［
］ Ｐ（ Ｂ）
（１）
Ｐ（ Ａ）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ａｒｅ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 Ａｋｉ， １９８１； ＭｃＧｕｉｒ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ｌｃｈａｎ Ｅｒｒｏ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 Ｍｏｌｃｈａｎ， １９９１） ， ｔｈｅ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ｃａｎ ｂ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ｐ（ Ｂ ｜ Ａ）
１ －υ
Ｇ ＝
＝
（２）
ｐ（ Ｂ）
τ
Ｗｈｅｒｅ， τ ｉ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ｂｙ ａｌａｒｍ， υ ｉｓ ｍｉｓｓ ｒａｔｅ， Ｇ ｉｓ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ｆｒｏｍ （０， １） ｔｏ （ τ， 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ｌｃｈａｎ Ｅｒｒｏ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ｗｅ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ａｉｒｅｄ ｔ⁃ｔｅｓｔ （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ｉｎ ｐｅ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 ＩＧＰ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Ａ ｏｖ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Ｂ （ Ｉｍｏｔｏ， ２００７） ，
ｗｈｅｒｅ
ｌｎＬ Ｂ － ｌｎＬ Ａ
ＩＧＰＥ（ Ａ，Ｂ） ＝
（３）
Ｎ
Ｎ ｉ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ｌｎＬ ＝

Ｎ

ｎ

ｍ ＝１

ｉ ＝１

∑ ｌｎλ（ ｉ ｍ ） － ∑ λ（ ｉ）

（４）

Ｗｈｅｒｅ， ｎ ｉ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ｅｌｌｓ， ｍ ｉｓ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λ（ ｉ） ｉ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ｔｈ ｃｅｌｌ．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 ＡＩＣ） （ Ａｋａｉｋｅ， １９７４） ， ｗｅ ｇｅｔ：
ＡＩＣ ＝ － ２ｌｎＬ ＋ ２ｋ
（５）
Ｗｈｅｒｅ， ｋ ｉ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ｕ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Ａ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４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ＩＧＰ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Ａ ｏｖ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Ｂ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ＡＩＣ Ｂ － ＡＩＣ Ａ
ΔＡＩＣ
ＩＧＰＥ（ Ａ，Ｂ） ＝
＝
（６）
２Ｎ
２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ａｓ
Ｇ ＝ ｅｘｐ［ ΔＡＩＣ ／ ２Ｎ］
（７）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Ｐｏｉｓｓｏｎ （ ＳＵＰ ）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ＲＩ ）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ａ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λ ＳＵＰ （ ｘ，ｙ，Ｍ） ＝ μ０ （ ｘ，ｙ） βｅ －β（ Ｍ －Ｍ ｃ）
（８）
ｗｈｅｒｅ， β ＝ ｂｌｎ１０， μ０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ａｔｅ， Ｍ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Ｍ ｃ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Ｐｉ
Ｎｉ
λ ＲＩ ＝
＝
（９）
Ｐ ｍａｘ
Ｎ ｍａｘ

２ 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ｉｎ ＯＥＦ

Ｃｏｎｓｏ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 ｍａｄｅ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３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 ≥５ ０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ｉｎ Ｉｔａｌ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０６，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０ ９３ － ３２，０００ ００．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９７３ （ Ｚ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１ ） ．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ｙ Ｌｏｍｂａｒｄ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 ｏｎ
Ｍ≥５ ５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ｉｎ Ｉｔａｌｙ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 ＤＢＭ） （ Ｍａｒｚｏｃｃｈ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ｂｅ １ ５４．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ｍａｄ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 ≥５ ０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４ ｔｏ
２００４，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ｏ Ｐａｓ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 ＰＰ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ｙ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ｃａｌｅ （ ＥＥＰ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ＥＰ ｍｏｄｅ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Ｐ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ｅ ５ ３１， ８ ７６ ａｎｄ １０ １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９５％ ，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Ｎｅｏｋｉｎｅｍａ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 ＰＩ ） ， Ｋａｇ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 ８ １ ｍｏｄｅｌ，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 ８ ５ ｍｏｄｅ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Ｈｅｌｍｓｔｅｔｔｅｒ⁃Ｋａｇａｎ⁃Ｊａｃｋｓｏｎ （ ＨＪＫ ）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ｅ ａｂｏｕｔ １ ７７， １ ３５， １ ３０， １ ２２， １ ２０， １ ２２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５⁃ｙｅａｒ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 ．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１ １１ － １ ２２ （ 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４） ．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Ｐ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ＨＫＪ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４ ５， １ ６， １ ６，
３ ４ ｉｎ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Ｇｒｅｅｃｅ，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Ｓ．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ＥＰ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Ｐ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１ ８２， ３ ６５， ７ ６９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Ｇｒｅｅｃｅ，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Ｓ．Ａ．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Ｃｏｎｓｏｌ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Ｒｈｏａｄｅｓ， ２００７）．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ｅｓｔ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 ＥＡＳＴ∗ＥＥＰ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ＥＥＰ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Ｒ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Ｓ．Ａ， Ｓｈｅｂａｌ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 ＥＡＳＴ∗ＥＥＰ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ＥＰＡＳ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ｓ １ ６５ ａｎｄ
１ ０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 ＥＡＳＴ∗ＥＥＰ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ｓ １ ２８． 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 ＨＫＪ＆Ｎｅｏｋｉｎｅｍａ＆ＰＩ” ａｎｄ “ ＨＫＪ＆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ＰＩ”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ＨＫＪ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１ ４２， ａｎｄ ２ ２０ ｂｙ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 Ｒｈｏａｄｅｓ， ２０１３；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
Ｈｅｌｍｓｔｅ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Ｔ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２， Ｎｕｍｂｅｒ １

５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ｏｎ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ｏｎ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 Ｇ） ，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Ｍ ｍｉｎ ＝ ２， Ｇ ＝ １１ １３； Ｍ ｍｉｎ ＝ ３， Ｇ ＝ １１ ９４； Ｍ ｍｉｎ ＝ ４， Ｇ ＝ ８ ４６； Ｍ ｍｉｎ ＝ ５， Ｇ ＝ ４ ４１；
Ｍ ｍｉｎ ＝ ６， Ｇ ＝ ２ ４６．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ｍｏｄｅｌ （ Ｄａｌ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ｉｓ ｆｉｘ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κ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κ ＝ ０ ２， Ｇ ＝ １ ９； κ ＝ ５， Ｇ ＝ ０ ４； κ ＝ ２５， Ｇ ＝ １ ２ （ Ｈａｒｔ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
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Ｅ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ｄｏｐｔ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ｔｏ ｍｉｘ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ｈ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ｗｅ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

３ １

“ ＳＴＥＰ＆ＥＥＰＡＳ＆ＮＳＨＭＢＧ＆ＰＰ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ｔ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ＧＮ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ｎ ２０１１， ＭｃＶｅｒｒｙ （２０１２）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ｌｌｅｄ “ Ｅｘｐｅｒｔ Ｅ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ＥＥ） ” ． Ｔｈｅ Ｅ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ａｘｉｍｕｍ （ ＡＶＭＡＸ ）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ｏｆ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 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ｔ 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
ｌａｇ， ｗｅ ｄｅｒ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ｄｅｎｏｔｅｄ ａｓ ＬＴ ＿ ＴＶ ＿ ＯＰＴ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ｙ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ＶＭＡＸ ａｎｄ Ｅ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ＡＶＭＡＸ ＝ ｐ１ ＳＴＥＰ＿ＴＶ ＋ ｐ２ ＥＥＰＡＳ＿０Ｆ＿ＴＶ ＋ ｑＰＰＥ
（１０）
ＥＥ ＝ ｍ１ ＳＴＥＰ＿ＴＶ ＋ ｍ２ ＥＴＡＳ＿ＴＶ ＋ ｍ３ ＥＥＰＡＳ＿０Ｆ＿ＴＶ ＋ ｍ４ ＥＥＰＡＳ＿１Ｆ＿ＴＶ
＋ ｎ１ ＮＳＨＭＢＧ＿Ｂ＿ＰＯＬＹ ＋ ｎ２ ＰＰＥ ＋ ｎ３ ＰＰＥ＿ＦＲＯＭ＿１８４０ ＋ ｎ４ ＰＰＥ＿ＤＥＣＬＵＳ

（１１）

Ｗｈｅｒｅ， ｐ ｉ ａｎｄ ｍ ｉ 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ｑ ｉ ａｎｄ ｎ ｉ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ｐ１ ， ｐ２ ａｒｅ ０ ５， ０ 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ｑ ｉｓ １； ｍ１ ， ｍ２ ， ｍ３ ， ｍ４ ａｒｅ ０ ３６， ０ １９， ０ ２４， ０ ２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ｎ１ ， ｎ２ ， ｎ３ ， ｎ４ ａｒｅ ０ ５８， ０ １３， ０ １６， ０ １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 Ｌ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 ＴＶ）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ｅ ｔｈ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ＬＴ ＝ ａ１ ＰＰＥ ＋ ａ２ ＰＰＥ＿ＤＥＣＬＵＳ ＋ ａ３ ＮＳＨＭＢＧ＿Ｂ＿ＰＯＬＹ ＋ ａ４ ＳＵＰ ＋ ａ５ ＰＰＥ＿１９５０ （１２）
ＴＶ ＝ ｂ１ ＳＴＥＰ＿ＴＶ ＋ ｂ２ ＥＴＡＳ＿ＴＶ ＋ ｂ３ ＥＥＰＡＳ＿０Ｆ＿ＴＶ ＋ ｂ４ ＥＥＰＡＳ＿１Ｆ＿ＴＶ

ｗｈｅｒｅ，

５

∑ ａｉ
ｉ ＝１

＝ １，

４

∑ ｂｉ
ｉ ＝１

（１３）

＝ １．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Ｔ ＿ ＴＶ ＿ ＯＰＴ ｈｙｂｒｉ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ｈｉｌｌ Ｓｉｍｐｌｅｘ ｍｅｔｈｏｄ （ Ｎｅ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ａｄ， １９６５） ．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ｅｓ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 “ ＡＶＭＡＸ” “ ＥＥ” “ ＬＴ＿ＴＶ＿ＯＰＴ” ）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３ ２

ＳＭ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Ｍａｒｚｏｃｃｈ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 ｓｅｔ ｕｐ ｔｈｅ ＯＥＦ⁃Ｉｔａ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ＴＥＳ ｍｏｄｅｌ
（ Ｆａｌｃｏ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 ， ｔｈｅ ＥＴＡＳ ｍｏｄｅｌ （ Ｌｏｍｂａｒｄｉ ａｎｄ Ｍａｒｚｏｃｃｈｉ， ２０１０ ）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ＥＰ
ｍｏｄｅｌ （ Ｗｏｅｓｓｎ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ｎ， Ｍａｒｚｏｃｃｈ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６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ｈｅ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ｚｏｃｃｈ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Ｓｃｏ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 ＳＭＡ） ． Ｔｈｅ ＳＭＡ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ｒａｔｅ λ ｉｊ ｆｏｒ ｔｈｅ ｉ ｔ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ｔｈ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ｂｉｎ 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ｓ
λ ｉｊ ＝

３

∑ λ （ｉｊ ｎ） ωｎ
ｎ ＝１

（１４）

Ｗｈｅｒｅ， 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ｎ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ｅａｃ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ω 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ω ｎ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ωｎ ＝ １ ／ Ｌｎ
（１５）
Ｗｈｅｒｅ， Ｌ ｎ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ｃｏ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ｓｔａｒｔ．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 ＳＭ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ＥＦ⁃Ｉｔａ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ｏｏ
ａｎｄ Ｍａｒｚｏｃｃｈｉ （２０１３）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ｓｏｍ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ａｙ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ＯＥＦ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３ ３

“ ＷＧＣＥＰ⁃ＵＣＥＲＦ２＆ＥＴＡ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 ＷＧＣＥＰ１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ｕｐｔｕｒ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３
（ ＵＣＥＲＦ３） ，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ＷＧＣＥＰ⁃ＵＣＥＲＦ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ＥＴＡＳ， ｔｈｅｎ 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ＵＣＥＲＦ３ ｍｏｄｅｌ （ Ｆｉｅｌ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２０１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ＳＧ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ｒｅｂｏｕ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ｉｍ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 Ｆｉｅｌ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

３ ４

“ ＥＡＳＴ＆ＥＥＰＡ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ｈｅｂａｌ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ＥＡＳＴ ） ｍｏｄｅｌｓ （ Ｓｈｅｂａｌ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ｙ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ｃａｌｅ （ ＥＥＰＡＳ） ｍｏｄｅｌ （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 Ｃｏｎｓｏｌ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Ｒｈｏａｄｅｓ， ２００７） ， ｔｈｅｎ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ｗｏ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 ＥＡＳＴ ∗ ＥＥＰＡＳ” ａｎｄ “ ＥＡＳＴ Ｒ ＋
ＥＥＰＡＳ” ．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Ｒ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ａ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 ＥＡＳＴ∗ＥＥＰ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ｍｉｘ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ＥＰ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 ＥＡＳＴ Ｒ
＋ ＥＥＰ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ｍａｄｅ ｕｐ ｏｆ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ＡＳＴ Ｒ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ａ ＥＥＰ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ｏｆ ｆｏｕｒ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ＥＡＳＴ， ＥＥＰＡＳ， “ ＥＡＳＴ ∗
ＥＥＰＡＳ” ａｎｄ “ ＥＡＳＴ Ｒ ＋ ＥＥＰＡＳ”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 ＥＡＳＴ∗ＥＥＰＡ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 ＥＡＳＴ Ｒ ＋ ＥＥＰＡ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ｙ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３ ５

“ ＳＴＥＰ＆ＥＥＰＡＳ＆ＰＰ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ｘ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ＥＰＡ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ＳＴＥＰ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ｎｏｔｅｄ ａｓ ＳＥ１， ＳＥ２， ＳＥ３
ｍｏｄｅｌ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ＥＰ ａｎｄ ＰＰＥ 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ＳＰ１ ａｎｄ ＳＰ２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ｂｙ
λ ＳＴＥＰ （ ｔ，Ｍ，ｘ，ｙ） ＝ ｍａｘ［ λ ＣＬＵＳＴ （ ｔ，Ｍ，ｘ，ｙ） ，λ ＳＴＥＰ （ ｔ，Ｍ，ｘ，ｙ） ］
λ ＳＥ１ （ ｔ，Ｍ，ｘ，ｙ） ＝ λ ＣＬＵＳＴ （ ｔ，Ｍ，ｘ，ｙ） ＋ ｗλ ＥＥＰＡＳ （ ｔ，Ｍ，ｘ，ｙ）
λ ＳＥ２ （ ｔ，Ｍ，ｘ，ｙ） ＝ （１ － ｒ） λ ＳＴＥＰ （ ｔ，Ｍ，ｘ，ｙ） ＋ ｒλ ＥＥＰＡＳ （ ｔ，Ｍ，ｘ，ｙ）
λ ＳＰ１ （ ｔ，Ｍ，ｘ，ｙ） ＝ λ ＣＬＵＳＴ （ ｔ，Ｍ，ｘ，ｙ） ＋ ｕλ ＰＰＥ （ ｔ，Ｍ，ｘ，ｙ）
λ ＳＰ２ （ ｔ，Ｍ，ｘ，ｙ） ＝ （１ － ｔ） λ ＳＴＥＰ （ ｔ，Ｍ，ｘ，ｙ） ＋ ｔλ ＰＰＥ （ ｔ，Ｍ，ｘ，ｙ）

ｌｉｎｅａｒ
ｈｙｂｒｉｄ
ｈｙｂｒｉｄ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２， Ｎｕｍｂｅｒ １
ｗｈｅｒｅ， ( ｗ，ｒ，ｕ，ｔ ) ∈ [ ０，１ ) ．
λ ＳＥ３ （ ｔ，Ｍ，ｘ，ｙ） ＝ λ ＣＬＵＳＴ （ ｔ，Ｍ，ｘ，ｙ） ＋ Ｐ（ Ｍ） λ ＥＥＰＡＳ （ ｔ，Ｍ，ｘ，ｙ）

７
（２１）

ｗｈｅｒｅ， Ｐ（ Ｍ）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ｗｉｔｈ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Ｍ．
Ｕｓｉｎｇ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Ｅ１， ＳＥ２， ＳＥ３， ＳＰ１， ＳＰ２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ＵＰ， ＳＴＥＰ，
ＥＥＰＡＳ， ＰＰＥ，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 ｍａｄ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Ｍ ≥５ ０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４ ｔｏ ２００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ｓ ０ ２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ＳＥ１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 ＳＰ１， ＳＥ２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 ＳＰ２， ａｎｄ ＳＥ１ ｉ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ＳＰ３．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Ｐ１， ＳＰ２， ＳＥ１， ａｎｄ ＳＥ２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ｆｏｒ ＣＳＥＰ ｔｅｓｔｉｎｇ
（ ＳＣＥＣ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ｈｏｒｔ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ｅｒｍ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ａ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ｏｎｅ ｄ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ｎｔｈ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３ ６

“ Ｊａｎｕ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Ｒｈｏａｄｅｓ （２０１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ＥＴＡＳ （ Ｏｇａｔａ，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２００１； Ｚ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１ ） ， ＥＥＰＡＳ
ａｎｄ ＰＰＥ ｅｔｃ． ３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 Ｊａｎｕ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 Ｊａｎｕｓ ”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ｆｏｒ ＣＳＥＰ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ＳＡ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Ｔ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 Ｊａｎｕ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ｂｙ
λ ＥＴＡＳ （ ｔ，Ｍ，ｘ，ｙ） ＝ υλ ＰＰＥ （ ｔ，Ｍ，ｘ，ｙ） ＋ λ ＡＳ （ ｔ，Ｍ，ｘ，ｙ）
（２２）
Ｗｈｅｒｅ， υ ｉ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０ ≤ υ ＜ １ ） ， λ ＰＰＥ ｉｓ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Ｐ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λ ＡＳ ｉｓ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ＥＰＡＳ ｒａｔ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ｈａ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λ ＥＥＰＡＳ （ ｔ，Ｍ，ｘ，ｙ） ＝ μλ ＰＰＥ （ ｔ，Ｍ，ｘ，ｙ） ＋ λ Ψ （ ｔ，Ｍ，ｘ，ｙ）
（２３）
Ｗｈｅｒｅ， μ ｉ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０ ≤ μ ＜ １） ａｎｄ λ Ψ ｉ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Ψ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 Ｅｖｉ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 ．
Ｔｈｅ “ Ｊａｎｕｓ” ｒａｔ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ｕｓ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ｑ
λ ＪＡＮＵＳ ＝
λ ＋ （１ － ｑ） λ ＥＥＰＡＳ
（２４）
１ － υ ＡＳ
Ｗｈｅｒｅ， ｑ ｉ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ｔｏ ｂ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０ ≤ ｑ ≤ １） ． Ｆｒｏｍ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２３） ａｎｄ
（２４） ， ｗｅ ｈａｖｅ
ｑ
λ ＪＡＮＵＳ ＝
λ ＋ （１ － ｑ） μλ ＰＰＥ ＋ （１ － ｑ） λ Ψ
（２５）
１ － υ ＡＳ
Ｔｈｅｓ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ｗｉｌｌ ｌｏｏｓｅｌｙ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ｓｉｍｐ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ＥＴＡＳ， ＰＰＥ， ａｎｄ
ｑ
ＥＥＰＡ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 （１ － ｑ） μ， ａｎｄ （１ － ｑ）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ｃｈ
１ －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ｘ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 Ｊａｎｕ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ｙ
Ｒｈｏａｄｅｓ （２０１３） ， ｔｈｅ Ｊａｎｕ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ＩＧＰＥｓ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０ ２ ｔｏ ０ ５．

３ ７

“ ＳＴＥＰ＆Ｃ⁃Ｒ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ｔｅａｃ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ＳＴＥＰ） ｍｏｄｅｌ （ 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ｕｌｏｍｂ ｍｏｄｅｌ （ Ｄｉｅｔｅｒｉｃｈ， １９９４；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０； Ｔｏｄ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 ａｎｄ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ｗｏ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ＳＴＥＰＣ１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Ｃ２ 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ｐｓｅｕｄｏ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ｅｓｔ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１０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ａｃｈ ｍａｉ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８

ｅｖｅｎｔ ｔｏ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Ｍ ≥ ４ ０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１００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ｌｏｍｂ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ｃ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ｏｏｄ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ｆ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ａｒｅ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ｐｒｉｏ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Ｂａｃｈ ａｎｄ Ｈａｉｎｚｌ （２０１２）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ｅｓｔｅｄ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Ｃｏｕｌｏｍｂ ／ ＥＴ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１９９２ Ｌａｎｄｅｒｓ， １９９９ Ｈｅｃｔｏｒ Ｍｉｎｅ， ａｎｄ ２００４ Ｐａｒｋ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ｌｏｍｂ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ｆ⁃ｆａｕｌｔ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

３ ８

“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ｔｗｏ⁃ｍｏｄｅｌ ｈｙｂｒ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ｌ ｈｙｂｒｉｄ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ｏｄｅｌ ｈｙｂｒｉｄｓ ｕｓｅ ｔｈｅ ＨＫＪ ｍｏｄｅｌ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 Ｈｅｌｍｓｔｅ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 ，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ｉ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ｒ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Ｍｏｄｅｌ （ ＡＬＭ ） （ Ｗｉｅｍ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 ，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 ＰＩ） ｍｏｄｅｌ （ Ｈｏｌｌｉｄ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 ， ｔｈｅ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 Ｓ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 ｔｈｅ Ｎｅｏｋｉｎｅｍａ ｍｏｄｅｌ （ Ｂｉ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 ， ｆ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Ｗａｒｄ
（ Ｗａｒｄ， ２００７） ， ａｎｄ ｔｗｏ ｍｏｄｅ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Ｅｂ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ｈｅ “ ＨＫＪ”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Ｎｅｏｋｉｎｅｍａ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ＰＩ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ｈｅ “ ＨＫＪ”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Ｉ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ｓ ｓｅ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２６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 ＨＢＧ ） ， ＰＰＥ，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ｏ ｍａｐｐｅｄ ｆａｕｌｔｓ （ ＰＭＦ ） ，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ｏ ｐｌ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 ＰＰＩ ） ， ａｎｄ Ｆａｕｌｔ ｉｎ ｃｅｌｌ （ ＦＬＴ ） ．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ｅｓｔｅｄ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ｏｆ Ｍ ≥ ５ ０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１９８７ － ２００６ ａｎｄ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ｓ．
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ＥＦ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ｗｅ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ｏｗ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ｉｓ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ＥＦ ｓｔｕｄｙ．

４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９ Ｍ Ｗ ６ ３ Ｌ̓Ａｑｕｉｌ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Ｖａｎ Ｓｔｉｐｈｏｕ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ａｎ ＯＥＦ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ＣＢＡ ） ” ． ＣＢＡ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 Ｋａｔｚ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７） ，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ｔｒｏｆｉ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ｍｙｔ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 ， ａｖａｌａｎｃｈｅ ｒｉｓｋ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Ｆｕｃｈ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 ， ｏｒ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ｉｓｋ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ｒｚｏｃｃｈ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ｅｔ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Ｒ ｆｏｒ ａ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ｒｉｓｋ，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Ｃ， ｏｆ ａ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ｌｏｓｓ， Ｌ，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ｒｉｓｋ
ｅｘｃｅｅｄｓ Ｃ ／ Ｌ （ Ｒ ＞ Ｃ ／ Ｌ）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２， Ｎｕｍｂｅｒ １

９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３０％ ） ， Ｂ（３０％ ） ， Ｃ（３０％ ） ， ａｎｄ Ｄ（１０％ ） ， ｗｈｅｒ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Ｌ̓Ａｑｕｉｌａ Ｉｔａｌ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ｉ．
ｅ． ，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 ＄ ５００， ＄ ５０， ａｎｄ ＄ ２０ ／ ｐｅｒｓｏｎ ／ ｄａｙ．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ＢＡ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ｃｕｒｖｅ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ａｒｅｌｙ ｗｏｒｔｈ ｄｏ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ｓｉｔ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ａｔ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ｆｏ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ｎｇ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 ｒｅｐｅ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３５６ Ｂａｓｅ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ｈｏｗ ｗｅ ｍｉｇｈ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ｓｕｃｈ 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ｆ ａｎ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 ｏｆ Ｍ５ ５ ｏｒ ｌａｒｇｅｒ
ｐｒｅｃｅｄｅｓ ｔｈｅ Ｍ６ ６ 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Ｇｕｌｉ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ｂ⁃ｖａｌｕ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Ｌ ̓ Ａｑｕｉｌａ ̓ ｓ 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ｗｈ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ｂ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ｓ ａ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５０ ｔｉｍｅ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 ｔｉｍ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ｖｉａ ＣＢＡ， ｔｈ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ｆｏｒ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ｕｒ ｖｉｅｗ，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ｂ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ｓ ａ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ｅｒｖｅｓ ｔｏ ｂ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ｍｏｒ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４ ２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ＥＦ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ｗｉｄｅ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Ｊｏｒｄａｎ （ ２０１３ ）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ａ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ｇｕｉｄ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ｏ ｆ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ｕｓ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ＰＳＨ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 ＰＧＡ， ＰＧＶ） ｂ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ｃｕｒｖｅ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ａｔ ｔｈｅ “ ｂｅｓｔ”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ｅ ｃａ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ｓ （ Ｗａｌｄ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９ａ； Ｓｈａｂｅｓｔａｒ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Ｋｕｗａｔ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 Ｉｎ ｔｈｅ ＰＳＨ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 ｖａｌｕｅ Ｙ
ｉｎ 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Ｙ ｉｓ Ｐ ｔ （ Ｙ ＞ ｙ） ，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Ｎ

ｎｋ

ｎｊ

Ｐ ｔ （ Ｙ ＞ ｙ） ＝ １ － ｅｘｐ｛ － ｔ∑ ∑ ∑ υ ｋｊ ω ｋｉｊ
ｋ ＝１ ｉ ＝１ ｊ ＝１

∫ Ｐ［ Ｙ ＞ ｙ

Ｍｊ

Ｍ ｊ －１

Ｅ ｋｉ （ Ｍ） ］ ｆ ｋｉ （ Ｍ） ｄＭ｝

（２６）

Ｗｈｅｒｅ， Ｐ［ Ｙ ＞ ｙ Ｅ ｋｉ （ Ｍ） ］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ｙ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Ｍ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ｏｆ ｉ， ｆ ｋｉ （ Ｍ） ｉｓ 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Ｎ ｉ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ｎ ｋ ｉ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ｋ， ｎ ｉ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ｉ， ｖ ｋｊ ｉｓ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ｊ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ｉ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０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 Ｗ ｋｉｊ ｉｓ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ｓｈａｋ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ｅｒｃａｌｌｉ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ＭＭＩ）
（ 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Ｎｅｕｍａｎｎ， １９３１）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ｍａｐｓ ａ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Ｗａｌｄ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ａ） ． ＭＭＩ ｆｒｏｍ ｐｅａｋ ｇｒｏｕ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ＰＧＡ； ｃｍ ／ ｓ２ ） ａｎｄ ｐｅａｋ ｇｒｏｕ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 ＰＧＶ； ｃｍ ／ ｓ） 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ＭＭＩ ＝ ３ ６６ｌｇ（ ＰＧＡ） － １ ６６
（２７）
ＭＭＩ ＝ ３ ４７ｌｇ（ ＰＧＶ） ＋ ２ ３５
（２８）
Ｗａｌｄ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ｂ）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ａｙ ｔｏ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ＭＭＩ ｉｓ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ＰＧ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ＭＭＩ≤Ｖ， ｔｈｅ ＰＧ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ＭＭＩ≥ＶＩＩ， ａｎｄ ａ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ａｎ ｏｆ ｂｏｔｈ
ＰＧＡ⁃ｄｅｒｉｖｅｄ ａｎｄ ＰＧＶ⁃ｄｅｒｉｖ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Ｖ≤ＭＭＩ≤ＶＩＩ．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ｍａｐ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ａｋ （ ＰＧ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ｐｅａｋ （ ＰＧＶ） ｗｅｒ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ｗｈｅ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ａｌｙ
（ Ｗａｌｄ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９ａ； Ｍｉｃｈｅｌｉｎ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Ｌａｕｃｉａｎ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Ｍａｒｚｏｃｃｈ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
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ＯＥＦ ）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ＯＥＦ，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ＯＥＦ ｗ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ｑｕｉｌ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 Ｉｔａｌｙ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ｔｈｅ ＣＳＥＰ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ＣＳＥＰ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Ｅ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ＣＳＥＰ ｔｏ
ＯＥＦ ｉｓ 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 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Ｘｉｎｇｔａｉ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 １９６６， ｉ． 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ｏｒ ｈａｌｆ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ｒａｗ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ｎｅｎ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ｒｍ “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ｔｒｅ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 ａｎｎｕａｌ ｋｅｙ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ｒｅａ ｚ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 ｋｅ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ｚｏｎｅｓ” ． Ａｌ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ｕｔ “ ｋｅｙ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ｆｏｒｍ．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Ｅ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ｇｉｖｅｓ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ｎｏｔ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ｂ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ｔｏ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ＯＥＦ，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ｏｍ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ｕ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ＯＥＦ ｔａｋｅｓ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 ” ， ｔｈｕｓ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ＳＥＰ ｐｌａ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ｔ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Ｔｈ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ｉｓ 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ｅｉｓ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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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ｓｉｇ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ｃｕ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ｗｏｒｋ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ＣＳＥＰ） ” ｐｌ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ＳＥＰ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Ｗ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ｇｒａｔｅｆｕｌ ｔｏ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ｆｅ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 Ｘｉｅ Ｘｉ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Ｙａｗｅｎ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ｌｐ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ｋａｉｋｅ Ｈ． Ａ ｎｅｗ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Ａｕｔｏ． Ｃｏｎｔｒ． ， １９７４， １９（６） ： ７１６
－ ７２３．
Ａｋｉ Ｋ． 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ｙ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 Ｍ］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Ａｍ Ｇｅｏｐｈｙｓ， １９８１． ５６６ － ５７４．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Ｇ Ｍ． ， Ｈａｓｓａｎｉ Ｂ． ， Ｓｉｎｇｈ Ａ． ， 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ｍｅｎｔ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ｋｅＭａｐ 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 Ｊ］ ． Ｂｕｌｌ． Ｓｅｉｓｍ． Ｓｏｃ． Ａｍ． ， ２０１５， １０５ （ ５ ） ： ２５７２ － ２５８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７８５ ／ ０１２０１５０１１９．
Ｂａｃｈ Ｃ． ａｎｄ Ｈａｉｎｚｌ 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 ２０１２， １１７： Ｂ０４３１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２９ ／ ２０１１ＪＢ００８９０１．
Ｂｉｒｄ Ｐ． ａｎｄ Ｌｉｕ Ｚ．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 Ｊ］ ． Ｓｅｉｓｍ． Ｒｅｓ． Ｌｅｔｔ． ， ２００７， ７８： ３７ －
４８， ｄｏｉ：１０ １７８５ ／ ｇｓｓｒｌ． ７８ １ ３７．
Ｃｏｎｓｏｌｅ Ｒ． ， Ｍｕｒｒｕ Ｍ． ａｎｄ Ｆａｌｃｏｎｅ 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ｓ ｏｆ ａ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ｔｙｐｅ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Ｍ≥５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Ｉｔａｌｙ ［ Ｊ］ ． Ｊ． Ｓｅｉｓｍ． ， ２０１０， １４： ９ － ２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１０９５０ － ００９ － ９１６１ － ３．
Ｃｏｎｓｏｌｅ Ｒ． ，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Ｄ． Ａ． ， Ｍｕｒｒｕ Ｍ． ，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ｉｍ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
ｒａｎｇ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 ［ Ｊ ］ ． 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 ２００６， １１１：
Ｂ０９３０４，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２９ ／ ２００５ＪＢ００４１１３．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Ｃ． Ａ．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Ｂｕｌｌ． Ｓｅｉｓｍ． Ｓｏｃ． Ａｍ． ， １９６８， ５８（５） ： １５８３ － １６０６．
Ｄａｌｅｙ Ｄ． Ｊ． ａｎｄ Ｖｅｒｅ⁃Ｊｏｎｅｓ Ｄ．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ｆｏｒ ｐｏｉ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ｓ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ｉｎ ［ Ｊ］ ． Ｊ． Ａｐｐｌ． Ｐｒｏｂａ． ， ２００４， ４１Ａ： ２９７ － ３１２．
Ｄｉｅｔｅｒｉｃｈ Ｊ． Ｈ．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ｆｏｒ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 Ｊ］ ． 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 １９９４， ９９： ２６０１ － ２６１８．
Ｅｂｅｌ Ｊ． Ｅ． ，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Ｄ Ｗ． ， Ｋａｆｋａ Ａ Ｌ． ， ｅｔ ａｌ． Ｎｏｎ⁃Ｐｏｉｓｓｏｎ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Ｍａｒｋｏｖ
ｍｏｄｅｌ ａｓ ｂａｓ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 Ｊ］ ． Ｓｅｉｓｍ． Ｒｅｓ． Ｌｅｔｔ． ， ２００７， ７８： ５７ － ６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７８５ ／ ｇｓｓｒｌ． ７８ １ ５７．
Ｅｖｉｓｏｎ Ｆ． Ｆ． ａｎｄ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Ｄ Ａ．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ｙ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ｅｘｉｃｏ ［ Ｊ］ ． Ａｎ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 ， ２００２， ４５： ４７９ － ４９５．
Ｅｖｉｓｏｎ Ｆ． Ｆ． ａｎｄ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Ｄ Ａ． 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 Ｊ］ ． Ｐｕｒｅ Ａｐｐｌ． Ｇｅｏｐｈｙｓ． ，
２００４， １６１： ２１ － ４５，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０２４ － ００３ － ２４３５ － ８．
Ｆａｌｃｏｎｅ Ｇ． ， Ｃｏｎｓｏｌｅ Ｒ． ａｎｄ Ｍｕｒｒｕ Ｍ．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Ｉｔａｌｙ： ＥＴＥＳ，
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ＴＳＴ ［ Ｊ］ ． Ａｎ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 ， ２０１０， ５３（３） ： ４１ － ５０， ｄｏｉ：１０ ４４０１ ／ ａｇ － ４７６０．
Ｆｉｅｌｄ Ｅ． Ｈ． ， 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 Ｒ． Ｊ． ， Ｂｉａｓｉ Ｇ． Ｐ． ， ｅｔ ａｌ．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ｕｐｔｕｒ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３
（ ＵＣＥＲＦ３）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 Ｊ］ ． Ｂｕｌｌ． Ｓｅｉｓｍ． Ｓｏｃ． Ａｍ． ， ２０１４， １０４ （ ３ ） ： １１２２ － １１８０，
ｄｏｉ：１０ １７８５ ／ ０１２０１３０１６４．
Ｆｉｅｌｄ Ｅ Ｈ． ， Ｂｉａｓｉ Ｇ Ｐ． ， Ｂｉｒｄ Ｐ． ，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ｕｐｔｕｒ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 ＵＣＥＲＦ３） ［ Ｊ］ ． Ｂｕｌｌ． Ｓｅｉｓｍ． Ｓｏｃ． Ａｍ． ， ２０１５， １０５（２Ａ） ： ５１１ － ５４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７８５ ／ ０１２０１４００９３．
Ｆｕｃｈｓ Ｓ． ， Ｔｈｏｎｉ Ｍ． ， ＭｃＡｌｐｉｎ Ｍ Ｃ． ， ｅｔ ａｌ． Ａｖａｌａｎｃｈｅ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ｃ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Ｄａｖｏｓ，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 Ｊ］ ． Ｎａｔ． Ｈａｚａｒｄｓ， ２００７， ４１： １１３ －
１２９，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１１０６９ － ００６ － ９０３１⁃ｚ．
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Ｍ． Ｃ． ， Ｊｏｎｅｓ Ｌ． Ｍ． ａｎｄ Ｗｉｅｍｅｒ Ｓ．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 Ｊ］ ． Ｓｅｉｓｍ． Ｒｅｓ． Ｌｅｔｔ． ， ２００７， ７８： ６６ － ７７， ｄｏｉ：１０ １７８５ ／ ｇｓｓｒｌ． ７８ １ ６６； ｈｔｔｐ： ／ ／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ｕｓｇｓ． ｇｏｖ ／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 ｓｔｅ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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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Ｍ． Ｃ． ， ＭｃＶｅｒｒｙ Ｇ． Ｈ． ，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Ｄ． Ａ． ， ｅｔ 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ｃｈｕｒｃｈ，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 Ｊ］ ． Ｅａｒｔｈｑ． Ｓｐｅｃｔｒａ． ， ２０１４， ３０（１） ： １７ － ２９．
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Ｍ． Ｃ． ， Ｗｉｅｍｅｒ Ｓ． ， Ｊｏｎｅｓ Ｌ． Ｍ． ， ｅｔ ａｌ．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ｏｆ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５， ４３５： ３２８ － ３３１．
Ｇｕｌｉａ Ｌ． ， Ｔｏｒｍａｎｎ Ｔ． ， Ｗｉｅｍｅｒ Ｓ． ， ｅｔ ａｌ．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ｂ ｖａｌｕｅｓ ［ Ｊ］ ．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Ｌｅｔｔ． ， ２０１６， ４３： １１００ － １１０８，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２ ／ ２０１５ＧＬ０６６６８６．
Ｈａｒｔｅ Ｄ． ａｎｄ Ｖｅｒｅ⁃Ｊｏｎｅｓ 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ｓ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ｕｓ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Ｊ］ ． Ｐｕｒｅ Ａｐｐｌ． Ｇｅｏｐｈｙｓ． ，
２００５， １６２： １２２９ － １２５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０２４ － ００４ － ２６６７ － ２．
Ｈｅｌｍｓｔｅｔｔｅｒ Ａ． ， Ｋａｇａｎ Ｙ． Ｙ． ａｎｄ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Ｄ． 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 Ｊ］ ． Ｂｕｌｌ． Ｓｅｉｓｍ． Ｓｏｃ． Ａｍ． ， ２００６， ９６： ９０ － １０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７８５ ／
０１２００５００６７ ２３０．
Ｈｅｌｍｓｔｅｔｔｅｒ Ａ． ， Ｋａｇａｎ Ｙ． Ｙ． ａｎｄ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Ｄ． Ｄ．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ｇｒｉｄ⁃ｂａｓｅ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ｆｏｒ Ｍ≥５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 Ｊ］ ． Ｓｅｉｓｍ． Ｒｅｓ． Ｌｅｔｔ． ， ２００７， ７８： ７８ － ８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７８５ ／ ｇｓｓｒｌ． ７８ １ ７８．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Ｍ． ， Ｚｅｃｈａｒ Ｊ． Ｄ． ａｎｄ Ｗｉｅｍｅｒ 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Ｊ］ ． Ｓｅｉｓｍ． Ｒｅｓ． Ｌｅｔｔ． ， ２０１６， ８７（２） ： １ － １２．
Ｈｏｌｌｉｄａｙ Ｊ． Ｒ． ， Ｃｈｅｎ Ｃ． Ｃ． ， Ｔｉａｍｐｏ Ｋ Ｆ． ， 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Ｌ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 Ｊ］ ．
Ｓｅｉｓｍ． Ｒｅｓ． Ｌｅｔｔ． ， ２００７， ７８： ８７ － ９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７８５ ／ ｇｓｓｒｌ． ７８ １ ８７．
Ｉｍｏｔｏ 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ｉｎ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 ２００７， １１２： Ｂ０５３０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２９ ／ ２００６ＪＢ００４６６２．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Ｄ． Ｄ． ａｎｄ Ｋａｇａｎ Ｙ． Ｙ． Ｔｅｓｔａｂｌ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ｆｏｒ １９９９ ［ Ｊ］ ． Ｓｅｉｓｍ． Ｒｅｓ． Ｌｅｔｔ． ， １９９９，７０ （４） ：
３９３ － ４０３．
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Ｈ．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ｒｉｃｋ ｂｙ ｂｒｉｃｋ ［ Ｊ］ ． Ｓｅｉｓｍ． Ｒｅｓ． Ｌｅｔｔ． ， ２００６， ７７ （１） ： ３ － ６．
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Ｈ．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ｑｕｉｌａ ｆ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Ｊ］ ． Ｓｅｉｓｍ． Ｒｅｓ． Ｌｅｔｔ． ， ２０１３， ８４： ４ － ７，
ｄｏｉ：１０ １７８５ ／ ０２２０１２０１６７．
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Ｈ． ， Ｃｈｅｎ Ｙ． Ｔ． ， Ｇａｓｐａｒｉｎｉ Ｐ． ， ｅｔ 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Ｊ］ ． Ａｎ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 ， ２０１１， ５４（４） ： ３１５ －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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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ｈｏａｄｅｓ Ｄ． Ａ． ，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ｅｎ Ａ． ａｎｄ 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ａｕｌｔ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ａｔａ ［ Ｊ ］ ． Ｂｕｌｌ． Ｓｅｉｓｍ． Ｓｏｃ． Ａｍ． ， ２０１５， １０５ （ ６ ） ： １ － １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７８５ ／
０１２０１５００８０．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Ｄ． Ａ． ａｎｄ Ｅｖｉｓｏｎ Ｆ． Ｆ． 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ｖｅｒｙ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ｃａｌｅ ［ Ｊ］ ． Ｐｕｒｅ Ａｐｐｌ． Ｇｅｏｐｈｙｓ． ， ２００４， １６１（１） ： ４７ － ７２．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Ｄ． Ａ ａｎｄ Ｅｖｉｓｏｎ Ｆ． Ｆ．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ＥＰＡ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ｎ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 Ｊ］ ． Ｐｕｒｅ
Ａｐｐｌ． Ｇｅｏｐｈｙｓ． ， ２００５， １６２： １２７１ － １２９０．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Ｄ． Ａ． ａｎｄ Ｅｖｉｓｏｎ Ｆ． Ｆ． Ｔｈｅ ＥＥＰＡ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ｏ⁃ｌａｒｇ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Ｊａｐａｎ ［ Ｊ］ ．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 ２００６， ４１７： １１９ － １３０．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Ｄ． Ａ． ａｎｄ 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Ｍ Ｃ．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Ｊ］ ． Ｂｕｌｌ．
Ｓｅｉｓｍ． Ｓｏｃ． Ａｍ． ， ２００９， ９９（２Ａ） ： ６３６ － ６４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７８５ ／ ０１２００８００６３．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Ｄ． Ａ． ， 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Ｍ． Ｃ． ，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ｅｎ Ａ． ， ｅｔ 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ｉｎ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 ｈｙｂｒｉｄｓ ［ Ｊ］ ． Ｂｕｌｌ． Ｓｅｉｓｍ． Ｓｏｃ． Ａｍ． ， ２０１４， １０４（６） ： ３０７２ － ３０８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７８５ ／ ０１２０１４００３５．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Ｄ． Ａ． ， Ｌｉｕｋｉｓ 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ｅｎ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 ［ Ｊ］ ．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Ｊ． Ｉｎｔ． ， ２０１６， ２０４： ４４０ － ４５６．
Ｒｈｏａｄｅｓ Ｄ． Ａ．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Ｒ． ａｎｄ 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Ｍ． Ｃ． 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ａｓｅ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ｓ ［ Ｊ］ ．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Ｊ． Ｉｎｔ． ， ２０１１， １８５： １０３７ － １０４８，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１１ ／ ｊ． １３６５ － ２４６Ｘ．
２０１１ ０４９９３． ｘ．
Ｓｈａｂｅｓｔａｒｉ Ｋ． Ｔ． ａｎｄ Ｙａｍａｚａｋｉ Ｆ．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ＭＭＩ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 Ｊ］ ． Ｅａｒｔｈｑ． Ｓｐｅｃｔｒａ． ， ２００１， １７（４） ： ７１１ － ７２３．
Ｓｈｅｂａｌｉｎ Ｐ． Ｎ． Ｃ． ， Ｎａｒｔｅａｕ Ｊ． Ｄ． ， Ｚｅｃｈａｒ Ｊ． Ｄ． ，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ｉｎｓ ［ Ｊ］ ． Ｅａｒｔｈ Ｐｌａｎｅｔｓ Ｓｐａｃｅ， ２０１４， ６６： ３７，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６ ／ １８８０ － ５９８１ － ６６ － ３７．
Ｓｈｅｂａｌｉｎ Ｐ． ， Ｎａｒｔｅａｕ Ｃ． ， Ｈｏｌ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Ｍ． ， ｅｔ ａｌ，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Ｊ］ ． Ｂｕｌｌ． Ｓｅｉｍ． Ｓｏｃ． Ａｍ． ， ２０１１， １０１： ２９７ － ３１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７８５ ／ ０１２０１００１１９．
Ｓｈｅｎ Ｚ． Ｋ． ，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Ｄ． Ｄ． ａｎｄ Ｋａｇａｎ Ｙ． 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 ｓｔｒａｉｎ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ｏｆ Ｍ≥５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 Ｊ］ ． Ｓｅｉｓｍ． Ｒｅｓ． Ｌｅｔｔ． ， ２００７， ７８： １１６ － １２０，
ｄｏｉ：１０ １７８５ ／ ｇｓｓｒｌ． ７８ １ １１６．
Ｓｍｙｔｈ Ａ． Ｗ． ， Ａｌｔａｙ Ｇ． ， Ｄｅｏｄａｔｉｓ Ｇ． ，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ｃｏ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ｈｏｕｓ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 Ｊ］ ． Ｅａｒｔｈｑ． Ｓｐｅｃｔｒａ． ， ２００４， ２０（１） ：１７１ － ２０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９３ ／ １ １６４９９３７．
Ｓｔｅａｃｙ Ｓ． ， 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Ｍ．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 ， ｅｔ ａｌ． Ａ ｎｅｗ ｈｙｂｒｉｄ Ｃｏｕｌｏｍｂ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 ｒａｔｅｓ ［ Ｊ］ ．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Ｊ． Ｉｎｔ． ， ２０１３， １９６（２） ： ９１８ － ９２３．
Ｔｏｄａ Ｓ． ， Ｓｔｅｉｎ Ｒ Ｓ．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Ｄｉｎｇｅｒ Ｋ． ， 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ｉｌｔ ｏ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 Ｊ］ ． 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 ２００５， １１０： Ｂ０５Ｓ１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２９ ／
２００４ＪＢ００３４１５．
ｖａｎ Ｓｔｉｐｈｏｕｔ Ｔ． ， Ｗｉｅｍｅｒ 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ｚｏｃｃｈｉ Ｗ． Ａｒ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ｄ？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９ Ｌ̓Ａｑｕｉｌ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 Ｊ］ ．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Ｌｅｔｔ． ， ２０１０， ３７（６） ： １ － ５，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２９ ／ ２００９ＧＬ０４２３５２．
Ｗａｌｄ Ｄ． Ｊ． ， Ｑｕｉｔｏｒｉａｎｏ Ｖ． ， Ｈｅａｔｏｎ Ｔ． Ｈ． ，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ａｋ ｇｒｏｕ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ａｋ ｇｒｏｕ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ｅｒｃａｌｌｉ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 Ｊ］ ． Ｅａｒｔｈｑ． Ｓｐｅｃｔｒａ． ， １９９９ａ， １５： ５５７ － ５６４．
Ｗａｌｄ Ｄ． Ｊ． ， Ｑｕｉｔｏｒｉａｎｏ Ｖ． ， Ｈｅａｔｏｎ Ｔ． Ｈ． ， ｅｔ ａｌ． Ｔｒｉｎｅｔ “ Ｓｈａｋｅ Ｍａｐｓ” ： Ｒａｐｉ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ａｋ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ｍａｐｓ ｆｏ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 Ｊ］ ． Ｅａｒｔｈｑ． Ｓｐｅｃｔｒａ． ， １９９９ｂ， １５： ５３７ － ５５６．
Ｗａｒｄ Ｓ． 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ｉｎ ａｎ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 Ｊ］ ． Ｓｅｉｓｍ． Ｒｅｓ．
Ｌｅｔｔ． ， ２００７， ７８： １２１ － １３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７８５ ／ ｇｓｓｒｌ． ７８ １ １２１．
Ｗｉｅｍｅｒ 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 Ｄ． ＡＬＭ： Ａｎ ａｓｐｅｒ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 Ｊ］ ． Ｓｅｉｓｍ． Ｒｅｓ． Ｌｅｔｔ． ，
２００７， ７８： １３４ － １４０， ｄｏｉ：１０ １７８５ ／ ｇｓｓｒｌ． ７８ １ １３４．
Ｗｏｅｓｓｎｅｒ Ｊ． ，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ｅｎ Ａ． ， Ｚｅｃｈａｒ Ｊ． Ｄ． ， ｅｔ 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ＳＴＥＰ）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 Ｊ］ ． Ａｎ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 ， ２０１０， ５３： １４１ －
１５４．
Ｗｏｏ Ｇ． ａｎｄ Ｍａｒｚｏｃｃｈｉ Ｗ．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Ｍ］ ． Ｂｅｒｌ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ＳＢＮ： ９７８
－ ３ － ６４２ － １２２３２ － ３， ２０１３．
Ｗｏｏｄ Ｈ． Ｏ． ａｎｄ Ｎｅｕｍａｎｎ 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ｅｒｃａｌｌｉ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１９３１ ［ Ｊ］ ． Ｂｕｌｌ． Ｓｅｉｓｍ． Ｓｏｃ． Ａｍ． ， １９３１， ２１：
２７７ － ２８３．
Ｚｈｅｎｇ Ｘ． ， ａｎｄ Ｖｅｒｅ⁃Ｊｏｎｅｓ 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ａｔａ ［ Ｊ］ ．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 １９９４， ２２９： １０１ － １２１．
Ｚｈｕａｎｇ Ｊ． Ｃ． Ｎｅｘｔ⁃ｄａｙ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ＴＡＳ ｍｏｄｅｌ ［ Ｊ］ ． Ｅａｒｔｈ Ｐｌａｎｅｔｓ
Ｓｐａｃｅ， ２０１１， ６３： ２０７ － ２１６．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Ｂｉ Ｊｉｎｍｅｎｇ，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８９， ｉｓ 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Ｈｅ
ｗａｓ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ｈｉｓ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ｓｏｌｉｄ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７． Ｈ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ｎｍｅｎｇｂｉ＠ １２６． ｃｏｍ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Ｊｉ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７９， ｉｓ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ｈｉｓ ｄｏｃｔｏｒ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０９． Ｈ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ｎｇｃｓ＠ ｃｅａ⁃
ｉｇｐ． ａｃ． 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