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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ias intensity (IA) is an important seismic 

parameter which contains the information of amplitude, 

frequencies and duration of ground motion, and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aracterizing seismic hazard such as 

earthquake-induced landslide. In this paper, we carry out the 

probabilistic seismic hazard analysis based on arias intensity in 

the North-South seismic belt. We adopt the source areas and 

seismicity parameters which were used in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the ground motion parameter zoning map of China, and two 

prediction equations of arias intensity to calculate the values of 

arias intensity in North-South seismic belt for 10% probability 

of exceedance in 50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gnitude of 

arias intensity is greater than 0.11m/s in most regions of the 

North-South seismic belt.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ity and most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seismic zone are located in the 

region with the value of arias intensity greater than 0.32m/s. 

The values of arias intensity are above 0.54m/s in the region 

around the main fault zone. This means that the North-South 

seismic belt have extremely high seismic hazard in earthquake-

induced landslide and liquefaction. I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at the evaluation and prevention of earthquake-induced 

landslide in this area.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of great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eismic hazard of 

the North-South seismic belt on the other hand. 

Keywords—Arias Intensity, Seismic Hazard Analysis, 

Earthquake Induced Landslides, North-South Seismic Belt 

摘要—阿里亚斯烈度（Arias Intensity (IA)）是一种包

含了地震动振幅、频率以及持时的地震动参数，在表征地震

诱发滑坡等地震灾害危险性方面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本文

在南北地震带开展了基于阿里亚斯烈度的概率地震危险性分

析。文中采用了编制第五代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的地震活

动性模型，引入阿里亚斯烈度预测方程，基于概率地震危险

性分析方法计算了南北地震带 50 年超越概率 10%下的阿里亚

斯烈度。研究结果表明，南北地震带绝大部分区域的阿里亚

斯烈度值大于 0.11m/s；地震带内的省会城市和大部分地级市

位于其阿里亚斯烈度值大于 0.32m/s 的区域；主要断裂带周

围的阿里亚斯烈度值在 0.54m/s 以上。这意味着南北地震带

具有极高的地震诱发滑坡和砂土液化的危险性，应当加强对

该地区地震诱发滑坡的评估和防范。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从

更多方面认识南北地震带的地震危险性、对地震灾害的预测

预防以及地震保险方案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

值。 

关键词：阿里亚斯烈度，地震危险性分析，地震诱发滑
坡，南北地震带 

I. 引言 

阿里亚斯烈度（Arias Intensity (IA)）是一种包含了
地震动振幅、频率成分以及持时的地震动参数，其对某
些地震破坏的预测可能比仅依靠地震动的振幅更具可靠
性[1]，可以有效地捕获潜在地震的破坏。阿利亚斯烈度
能够反映宽频带上地震信号的能量特征，即地震动整个
持时的影响[2-3]。阿里亚斯烈度的这一特征使其可以应
用到地震对结构或岩土工程的破坏预测中去，已有研究
表明其与受地震动高频影响的结构地震反应、砂土液化
以及地震诱发滑坡等具有相关性。如 2003 年，
Travasarou 等[2]证明了采用阿里亚斯烈度对短周期建筑
结构进行可能的破坏预测是有效的，研究还表明阿里亚
斯烈度与结构破坏的相关性比峰值加速度与结构破坏的
相关性要强。更重要的，科学家们的研究还表明阿里亚
斯烈度与地震诱发滑坡具有很强的相关性[4-6]，利用这
一特征可以对潜在的地震诱发滑坡进行预测。也可以用
来估计地震导致场址砂土液化的可能性[7]，从而对地震
导致的地基失效进行预测[8]。 

由上述介绍可知开展基于阿里亚斯烈度的概率地震
危险性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目前
科学家们已经建立了数个阿里亚斯烈度预测方程 1-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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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可以应用到地震危险性分析中。国际上已有许多学
者开展了基于阿里亚斯烈度的概率地震危险性分析[11-

14]。本研究我们将在我国的南北地震带开展基于阿里亚
斯烈度的概率地震危险性分析。南北地震带是中国大陆
中部一条贯穿南北的地震密集带，他也是一条由一系列
近 SN 向断裂组成的结构十分复杂的地质构造带[15]。南
北地震带(构造带)北起阴山和河套盆地,向南经过银川盆
地、六盘山、西秦岭、龙门山松潘甘孜、西康地区，直
到滇西三江, 这里地势险要、人口比较密集，但是地震
等各种地质灾害频发[16]。南北地震带地震活动非常频
繁，发生了中国大陆有历史记录以来近 40%以上的 7 级
以上地震和近半数的 8 级以上地震[17]，现代仪器记录
的小震也非常密集，地震危险性水平很高。南北地震带
也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水平高, 大中城市集中, 人口稠密
地区, 更是我国水利电力资源, 国防尖端工程等非常集中
的重要地区, 一旦发生严重破坏性地震, 将会产生重大灾
害[18]。如 2008 年汶川地震和 2013 年芦山地震导致的
山体滑坡均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9-21]。
特别是 2008 年汶川地震导致的山体滑坡造成了极为严重
的人员伤亡[22]，震区多地产生的砂土液化也对建筑物
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23]。因此，在南北地震带开展
基于阿里亚斯烈度的概率地震危险性分析，对于评估南
北地震带地震诱发滑坡和沙土液化危险性以，及从另一
个角度认识该地区的地震危险性具有重要作用。 

II. 阿里亚斯烈度及其衰减模型 

从数学上来说，阿里亚斯烈度是将加速度的平方对
整个时程进行积分。在物理上，描述的是频率均匀分布
的一组简谐振子每单位质量所储存的总能量，其在强地
面运动中 x 方向的表达式可写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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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a t 是 x 方向的加速度时程，单位取 m/s
2，g

为重力加速度(m/s
2
)。根据定义我们可知，阿里亚斯烈度

是一个二阶张量，其矩阵的迹是一个不变量，即在通过
某一原点的任一直角坐标系下均具有相同的阿里亚斯烈
度值。由于竖向地震动的阿里亚斯烈度值相对较小，且
地震工程学中人们更加关心水平向的地震动，因此一般
情况下，人们是分别计算水平向相互垂直的强震记录的
阿里亚斯烈度值，并计算二者的算术平均值，根据定义
可知，二者之和是一个不依赖于坐标轴选取的定值。

（1）式中的
aI 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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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x yyI I 是根据强震记录中两个相互垂直的水平

向分量计算得到的。 

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阿里亚斯烈度衰减模型是
Travasarou 等 [2]建立的，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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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c h s f 均为回归参数，可根据强震数据进行

估算。 M 为震级，R 为距离。 ,C DS S 表示场地类型的参

数，当为 C 类场地时 1, 0C DS S  ，当为 D 类场地时

0, 1C DS S  ，基岩场地时 0, 0C DS S  。 ,N RF F 为表示

震源机制的参数，当正断层时 1, 0N RF F  ，当逆断层时

0, 1N RF F  ，走滑断层时 0, 0N RF F  。本研究中我们

采用 Travasarou et al.[2]的 Ia 衰减模型计算了整个南北地
震带的阿里亚斯烈度危险性。 

III. 地震潜在震源区及活动性参数 

潜在震源区和地震活动性参数是概率地震危险性计
算的基本输入。潜在震源区是指那些具有潜在的发生破
坏性地震的区域。在中国，潜在震源区采用三级划分原
则，即先划分大的地震区（带），在地震带内再划分较
小的地震构造区，最后再划分潜在震源区。潜在震源主
要是依据地质、地震活动性、大地测量以及地球物理场
等资料来进行区划分的。在中国，潜在震源区是未来发
生地震宏观震中的集合。地震活动性参数主要有地震发
生率、b 值、震级上限级震源深度等，主要是根据地震
活动性、地质以及断层滑动速率等资料进行估算的。本
研究中采用的潜在震源区是编制《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
图》所构建的潜在震源区（图 1）。地震带及潜在震源
区的活动性参数可从《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宣贯教
材》[25]中查阅获取。 

  

图 1 南北地震带及其周缘地区潜在震源区模型 

IV. 概率地震危险性计算方法及流程 

在概率地震危险性分析中，某一场点的地震危险性
是对所有可能对该场点产生破坏的潜在地震的危险性进
行积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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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u u  为地震危险性的超越概率，即潜在破坏

地震产生的地震动 u 大于给定目标地震动 u0的概率。本
文中 u 和 u0 均为阿里亚斯烈度，u 为根据地震动预测方
程计算的阿里亚斯烈度值，u0 为给定的一系列目标阿里

亚斯烈度值。在实际计算中，人们一般认为
minM M 的

地震对场点有破坏，
minM M 的地震对场点没有破坏，

一般情况下
minM 取 4.0。

sourceN 为潜在震源区的数量，
iN

为第 i 个潜在震源区震级大于
minM 地震的发生率。f(r)为

距离的概率密度函数，在实际计算中，对距离的积分可
表示为对所有距离上的对场点危险性有贡献的潜在震源
进行累加。f(M)为震级的概率密度函数，其是根据震级-

频度关系式 lg ( )IN M a bM  [26]推导而来，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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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 | ,P u u M r 为在距离 r 处震级为 M 的地震产生

的阿里亚斯烈度值 u 大于给定目标值 u0的概率。 

V. 结果分析 

根据上文介绍的地震潜在震源区、阿里亚斯烈度预
测模型以及概率地震危险性计算方法计算了南北地震带
50 年超越概率 10%概率水平下（复发周期 475 年）的阿
里亚斯烈度值，并给出了空间分布等值线图（图 2）。
我们在等值线图中特别标出了 0.11m/s、0.32m/s 和
0.54m/s 三个数值档。根据前人的实验研究，这三个阿里
亚斯烈度值分别对应着三种类型的地震诱发滑坡[4]：
（1）当 Ia 值大于 0.11m/s 时，斜坡上的滑块会出现纵向
滑动掉落，最常见的是碎片的崩落和雪崩。（2）当 Ia

值大于 0.32m/s 时，斜坡上的滑块会剧烈滑动掉落，表
现为石块、土等会快速纵向滑动，产生泥石流。（3）
当 Ia 值大于 0.54m/s 时，滑块的运动会向横向扩展并快
速剧烈滑动，表现为产生大规模山体滑坡。上述三个阈
值已被学界广泛接受用于评估地震诱发滑坡可能性的大
小[12]。图 2 是根据 Travasarou 和 Bray[2]的阿里亚斯列
预测方程计算的南北地震带 Ia 分布，从图上我们可以看
出南北地震带绝大部分地区 Ia 值都在 0.11m/s 以上，在
主要断裂带周缘 Ia 值都在 0.54m/s 以上，具有极高的地
震诱发滑坡风险。对于研究区内省会城市以及大部分的
地级市 Ia 值大于 0.32m/s 的区域，应当加强该区域地震
诱发滑坡的评估及防范。 

本文中计算的南北地震带阿里亚斯烈度值与《中国地
震动参数区划图》的加速度值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很强的
相关性。一方面是由于二者采用的潜在震源区是相同
的。另一方面，根据对强震记录的研究表明，峰值加速
度（PGA）与阿里亚斯烈度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23]。 

VI. 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编制《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的潜在震
源区及地震活动性参数，基于 Travasarou 和 Bray[2]的阿
里亚斯烈度预测模型，计算了南北地震带的 50 年超越概
率 10%下的 Ia 分布，得出以下结论：南北地震带绝大部
分地区 Ia 值高于 0.11m/s；大多数省会城市和地级市位
于 Ia 大于 0.32m/s 的区域；在高震级上限潜在震源周围
Ia 值大于 0.54m/s 以上。由此可见，该区域具有极高的
地震诱发滑坡风险，因此应当对南北地震带、特别是 Ia

值高的城镇地区展开地震诱发滑坡评估，做好地震诱发
滑坡的防范工作。 

本文的研究结果扩展了我们对南北地震带地震危险
性的认识，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南北地震带的地震危险
性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图 2 南北地震带 50 年超越概率 10%下阿里亚斯烈度分
布，根据 Travasarou and Bray[2]模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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