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９１．１２０．２５
犘１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犌犅２１０７５—２００７

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

犚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犻狀犱狌犮犲犱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犺犪狕犪狉犱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２００７０８２０发布 ２００８０３０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自2017年3月23日起，本标准转为推荐性
标准，编号改为GB/T 21075-2007。



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４章、５．１、５．２为强制性条文，其他的技术内容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地震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５）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灾科技学院、北京市地震

局、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湖北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清源、胡毓良、汪雍熙、薄景山、胡平、苏恺之、李安然、陈献程、冯义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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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 (2017年第7
号) 和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本标准自2017
年3月23日起，转为推荐性标准，不再强制执行。



引　　言

　　本标准中水库诱发地震（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是指由于水库蓄水或水位变化而引发的地

震。当前有使用水库诱发地震和水库触发地震（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称谓以区别引发地震

成因机制上的不同。前者认为水库周围的原始地壳应力不一定处于破坏的临界状态，水库蓄水或水位

变化后使原来处于稳定状态的结构面失稳而发生地震；而后者认为水库周围的地壳应力已处于破坏的

临界状态，水库蓄水或水位变化后使原来处于破坏临界状态的结构面失稳而发生地震。本标准只规范

对水库蓄水或水位变化后发生地震的危险性进行评价的相关问题，并不涉及引发地震的成因，因此采用

国内外比较一致的做法，将由于水库蓄水或水位变化而引发的地震定义为水库诱发地震。

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是水利水电工程安全性评价中的重要部分。国家标准ＧＢ１７７４１《工程场

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没有对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的相关内容作出规定，而且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

价不能完全涵盖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的全部技术内容。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是在水库修建之

前根据水库影响区的地震地质条件对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可能发震库段和最大震级进行评价以及

水库蓄水之后一定时期内的跟踪监测工作。

我国是发生水库诱发地震较多的国家之一，已知发震水库有２０多例。新丰江水库是世界上第一个

发生６．０级以上地震的水库，并造成了严重的水库诱发地震灾害。我国对水库诱发地震的研究从１９６０

年开始，地震系统和水利水电等部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因能源、防洪、供水等方面

的需求，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将建设许多高坝大库工程，对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编制本标准有助于规范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工作，增强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管理意识，促进水库

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工作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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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利水电工程水库影响区的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的工作内容、技术要求和工作

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抗震设计、工程选址和水库影响区的防震减灾。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７７４１　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ＤＢ／Ｔ１４　原地应力测量　水压致裂法和套芯解除法　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水库诱发地震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犻狀犱狌犮犲犱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

由于水库蓄水或水位变化而引发的地震。

注：改写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２—２００５，定义１．１．６。

３．２

水库诱发地震库段　狊犲犵犿犲狀狋狅犳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犻狀犱狌犮犲犱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

水库蓄水可能出现水库诱发地震的区段。

３．３

水库区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犪狉犲犪

水库正常蓄水位淹没的范围。

３．４

水库影响区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犱犪狉犲犪

水库区及其外延１０ｋｍ的范围。

４　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工作分级和工作内容

４．１　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工作按工程规模和实际需要分为甲、乙两级。

４．２　甲级工作适用于坝高大于等于２００ｍ或库容大于等于５×１０
９ｍ３ 或附近有核电站、直接威胁大城

市安全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水库区地质调查，系统收集区域地质构造和地震资料，收集资料的区域不超过１５０ｋｍ；

ｂ）　水库影响区地震活动背景研究；

ｃ）　收集水库影响区深部构造探测资料，需要时应进行深部构造探测工作；

ｄ）　收集水库影响区的地应力测量资料，需要时应进行深孔原地应力测量工作；

ｅ）　确定性评价和概率评价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

４．３　乙级工作适用于坝高在１００ｍ～２００ｍ之间或库容在５×１０
８ｍ３～５×１０

９ｍ３ 之间的水利水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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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水库区地质调查，水库影响区地震活动背景研究地应力基本资料收集；

ｂ）　确定性评价和概率评价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

４．４　小于乙级工程需作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按乙级工作内容进行。

４．５　扩建的工程扩建后当坝高或库容规模达到工作分级新一级规模时，应按扩建后所在级别的工作内

容进行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

５　主要工作图件及编图要求

５．１　图件比例尺应为１∶２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所有图件应标明水库区和坝址的位置。地质编图范围

以水库影响区为主，当有区域断裂时应在水库影响区范围基础上外延。

５．２　地质图的编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水库影响区的主要断裂分布、产状、性质和最新活动方式：

ｂ）　水库区库水能接触到的地层岩性组合或岩石结构类型、时代和界线；

ｃ）　泉水（冷泉和热泉）出露点的位置。

５．３　地震震中分布图，应标明资料的起止年代和地震震级。

５．４　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图：标示水库影响区各库段水库诱发地震的震级、烈度或地震动参数。

６　水库区地质调查基本要求

６．１　地质图比例尺不小于１∶２０００００，地形图比例尺不小于１∶１０００００为底图，对水库区范围内地质

条件进行调查。

６．２　复核水库区主要断裂的位置、产状和力学性质，收集活动断裂的资料。

６．３　收集和分析各类不连续面的含水性、渗透性和封闭条件。调查和测量节理的方向、密度和性质；绘

制节理测量的赤平投影图或玫瑰图。

６．４　复核水库区地层、岩性、产状、组合关系和水文地质特征的资料。

６．５　调查和收集水库区可溶岩的分布、岩溶的发育程度、规模及与库水的联系。

６．６　收集和调查水库区大型不稳定岩体的资料。

６．７　收集和重点复核水库区泉的出露地点、流量、水温（热泉）、成因。

７　水库影响区的地震活动背景和地应力场

７．１　地震目录的使用应符合ＧＢ１７７４１的规定，可利用地方台站和工程台网的测震资料。

７．２　调查和收集水库区有感地震及其成因，复核水库区震级大于３．０级地震的震中烈度和震级大于等

于４．７级地震的等震线。

７．３　调查收集水库影响区内的采矿点爆炸源、人工震动源、其他类型的诱发地震。

７．４　水库影响区地应力场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收集水库影响区和邻区地震的震源机制解，包括小地震综合断层面解资料；

ｂ）　收集水库影响区和邻区的原地应力测量资料，必要时作点实际调查。

注：邻区范围以上述二者之一的资料能够确定出水库区地应力状态即可。

７．５　甲级工作还应做如下工作：

ａ）　应对水库影响区历史地震震中位置和震源深度进行复核；

ｂ）　蓄水前当区域或地方台网不能控制水库影响区大于等于１．０级地震时，应设地震监测台网，监

测水库影响区地震活动背景；

ｃ）　需要进行深孔原地应力测量时，深孔原地应力测量应执行ＤＢ／Ｔ１４的规定。

注：深孔的深度取最大主应力由水平转向垂直的深度，一般在３０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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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在蓄水前进行，与水库诱发地震监测台网没有直接联系，需要跟踪监测

水库诱发地震活动时应建立水库诱发地震监测台网。

８　确定性评价

８．１　水库诱发地震库段的划分

８．１．１　应考虑下列地震、地质条件进行划分：

ａ）　地形地貌特征；

ｂ）　岩性组合或岩体结构性状；

ｃ）　构造位置、断裂的性质、活动时代、方式、胶结状况，褶皱的形态和规模；

ｄ）　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类型、含水和透水不连续结构面的性质，补水和排水的关系，岩溶的分

布、发育程度和规模；

ｅ）　渗透条件：包括地表覆盖、地下透水通道、封闭条件；

ｆ）　地应力场及与主要断裂的关系；

ｇ）　地震活动背景。

８．１．２　依据附录Ａ划分出三种库段：

ａ）　诱发地震可能性较大的库段；

ｂ）　诱发地震可能性较小的库段；

ｃ）　不易诱发地震库段。

８．２　水库诱发地震最大震级的确定

按地震、地质和工程条件确定水库诱发地震最大震级：

ａ）　水库条件的类比：与发生诱发地震的水库进行地震、地质和工程条件对比，认为具有类似条件

的水库有发生相同强度地震的可能性；

ｂ）　水库影响区范围内历史地震的最大震级；

ｃ）　根据诱发地震断层的长度计算水库诱发地震的震级，计算方法见附录Ｂ。

９　概率评价

９．１　收集国内外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中水库诱发地震的震例资料，并随机选取一定数量未发生水库诱发

地震的大型工程实例，共同组成样本集。样本集中水库诱发地震震例与样本总数的比例应不小于

１２％。样本总数不得少于２３４个。

９．２　确定水库诱发地震的诱震因素。诱震因素包括：库深、库容、岩性组合或岩体结构类型、构造应力

环境或地应力状态、断层活动性、地震活动背景、水文地质结构面发育情况、水文地质结构面与库水的关

系、岩溶发育程度。其中库深、岩性组合或岩体结构类型、构造应力环境或地应力状态、断层活动性等是

基本因素，必须选取。基本因素之外应再另选若干因素共同组成诱震因素集，因素选取的数量应不少于

５个。

９．３　诱震因素以其“状态”来表示，每种因素可分成几种状态，但至少应分为两种状态。各种因素状态

的划分方法见附录Ｃ。

９．４　确定预测目标，即对预测的水库诱发地震最大震级进行分档（分成若干区间），震级分档要适当，既

要考虑震级间隔也要考虑到样本的数目，档次应不少于两档。

９．５　统计样本不同震级档次所属的因素及其状态。以诱震因素集中每一个因素不同的状态构成引发

该震级档次的诱震因素组合条件，并统计其发生概率。

９．６　分析被评定的水库各诱发地震库段的诱发地震因素及其状态。以诱震因素集中每一个因素所属

的状态构成该水库库段诱震因素的组合条件，以犃犼表示。

９．７　按式（１）分别计算多因素状态下可能诱发地震各库段不同震级的地震概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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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犕犻／犃犼）＝
犘（犕犻）犘（犃犼／犕犻）

∑
狀

犻＝１

犘（犕犻）犘（犃犼／犕犻）

…………………………（１）

　　式中：

犘（犕犻／犃犼）———要预测的某震级水库诱发地震的概率；

犕犻———水库诱发地震事件震级的类别，（犻＝０，１，２，…，狀）；

犃犼———水库各诱发地震库段各诱震因素及其相应的状态，即诱震因素组合条件，（犼＝１，２，３

…）；

犘（犕犻）———各不同震级地震类别的验前概率；

犘（犃犼／犕犻）———不同震级条件下不同诱震因素组合条件的验前概率。

１０　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的综合评价

１０．１　水库诱发地震最大震级的评价

１０．１．１　水库各库段诱发地震最大震级由各种诱震条件确定的结果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最可能发

生的最大震级作为该库段水库诱发地震的最大震级。当确定性评价和概率评价结果不一致时，以确定

性评价为主。

１０．１．２　综合各库段的水库诱发地震最大震级，作出该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的总体评价。

１０．２　水库诱发地震危害性的评价

１０．２．１　水库诱发地震震中烈度与震级的一般关系见附录Ｄ。给出水库各库段水库诱发地震的烈

度值。

１０．２．２　水库诱发地震烈度衰减关系用附录Ｄ的椭圆形衰减模型。当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诱发

地震烈度大于Ⅵ度时，应评价水库诱发地震对水工建筑物和库区环境可能带来的危害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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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水库诱发地震库段划分的依据

表犃．１　水库诱发地震库段划分的依据

库段
库段划分的依据

河谷地貌形态 构造部位 岩性条件 渗透条件 地震活动背景

水库

诱发

地震

可能

性较

大的

库段

峡谷、Ｖ 型 谷 纵 向

谷、岸坡陡立、基岩

裸露、存 在 不 良 地

质体

背斜的核部、向斜的

翼部、含水和透水的

张性断面构造部位、

存 在 顺 河 向 不 连

续面

大面积质纯层厚产

状较平缓的灰岩、白

云质灰岩、纯大理石

或块状岩体

基岩裸露地段、地下

暗河、岩 溶 管 道 成

网、活动断层

活动区、弱震区、无

震区

峡谷、Ｖ 型 谷 纵 向

谷、岸坡陡立、基岩

裸露、存 在 不 良 地

质体

含水和透水的张性

断面构造部位、存在

顺河向不连续面

火成岩侵入体和巨

厚火山熔岩或称块

状岩体

基岩裸露地段，基岩

中有连通性好的透

水通道，活动断层

活动区、弱震区、无

震区

水库

诱发

地震

可能

性较

小的

库段

宽 谷、岸 坡 平 缓、

峡谷
断层裂隙不发育

中、薄层灰岩及中、

薄层灰岩与碎屑岩、

泥灰岩等互层或称

层状岩体

岩溶不太发育
活动区、弱震区、无

震区

不易

诱发

地震

库段

宽谷、岸坡平缓
断层裂隙不发育，层

间连通性差

变质岩中的片岩、板

岩和沉积岩中的页

岩、砂岩、砾岩的碎

屑岩系；第四系中的

砂砾岩、页岩及土层

等松散岩系

地表有松软层覆盖
活动区、弱震区、无

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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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根据断层长度计算水库诱发地震震级的方法

犅．１　断层长度与水库诱发地震震级间的统计关系如下：

ａ）　断层长度０ｋｍ～５ｋｍ，诱发地震震级是犕＜４．０；

ｂ）　断层长度５ｋｍ～１０ｋｍ，诱发地震震级是４．０≤犕＜６．０；

ｃ）　断层长度１０ｋｍ～２０ｋｍ，诱发地震震级为６．０≤犕＜６．５。

犅．２　震级与断层长度间关系形式为：

犕 ＝犃ｌｏｇ犔＋犅 …………………………（Ｂ．１）

　　式中：

犕———震级；

犔———断层长度，单位为公里（ｋｍ）；

犃、犅———待定系数。

系数犃、犅要通过该地区一定数量的地震及引起地震断层长度间进行拟合而得出。应用式（Ｂ．１）参

与拟合的地震断层长度测量要准确，估算水库诱发地震能引起的断层长度要合理。在一个地区若水库

诱发地震断层的样本数满足不了拟合震级计算公式，可补充一定数量震源深度较浅的天然地震资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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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水库诱发地震因素状态

表犆．１　水库诱发地震因素状态

诱震因素
状　　态

１ ２ ３ ４ ５

库水深度犇／ｍ

犇１：深 度 大 于

１４０ｍ

犇２：深度为９０ ｍ

～１４０ｍ

犇３：深 度 小 于

９０ｍ

犇１：深 度 大 于

１５０ｍ

犇２：深度为９２ ｍ

～１５０ｍ

犇３：深 度 小 于

９２ｍ

库容犞／亿立方米
犞１：库容大于等于

１００亿立方米

犞２：库容为

２０亿立方米～

１００亿立方米

犞３：库容小于

２０亿立方米

应力状态Ｓ
Ｓ１：挤压 Ｓ２：拉张 Ｓ３：剪切

Ｓ１：逆断层环境 Ｓ２：正断层环境 Ｓ３：走滑断层环境

断层活动性Ｆ Ｆ１：活动 Ｆ２：不活动

岩性条件Ｒ Ｒ１：碳酸岩 Ｒ２：花岗岩 Ｒ３：沉积岩
ａ Ｒ４：火山和火成岩

ｂ Ｒ５：变质岩

岩体类型Ｇ Ｇ１：块状岩体 Ｇ２：层状岩体 Ｇ３：碳酸盐岩体

地震活动

背景Ｂ

Ｂ１：强活动区（烈

度大于等于Ⅷ度）

Ｂ２：中 等 活 动 区

（烈度大于等于Ⅶ

且小于Ⅷ度）

Ｂ３：弱震（烈度小

于Ⅶ度）

Ｂ１：活动区（烈度

大于等于Ⅷ度）

Ｂ２：弱震区（烈度

大于等于Ⅵ且小

于Ⅷ度）

Ｂ３：无震区（烈度

小于Ⅵ度）

水文地质结构面

发育情况ＦＤ

ＦＤ１：导水深度大

于２０００ｍ

ＦＤ２：导水深度为

５００ｍ～２０００ｍ

ＦＤ３：导水深度小

于５００ｍ

水文地质结构面与

库水接触关系ＦＣ
ＦＣ１：直接接触

ＦＣ２：不直接接触

但有连通
ＦＣ３：不连通

岩溶发育程度ＳＫ ＳＫ１：强 ＳＫ２：弱 ＳＫ３：不发育

ａ 不含碳酸盐。

ｂ 不含花岗岩。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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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水库诱发地震烈度与震级的关系以及烈度的衰减关系

犇．１　水库诱发地震震级与震中烈度的一般关系

水库诱发地震震级与震中烈度的一般关系见表Ｄ．１。

表犇．１　水库诱发地震震级与震中烈度的一般关系

震　　级 烈　　度 备　　注

３．０～３．９ Ⅴ 常可达Ⅵ度

４．０～４．９ Ⅵ 少数达Ⅶ度

５．０～５．９ Ⅶ 个别达Ⅷ度

６．０～６．５ Ⅷ 或比Ⅷ度强

犇．２　水库诱发地震烈度的衰减关系

收集水库诱发地震的烈度资料，在我国发震水库除参窝在东北地区，其他基本在华中南和西南地

区。在华中南和西南地区可用水库诱发地震的烈度衰减关系。

水库诱发地震的烈度衰减关系采用椭圆型衰减模型，其形式为：

犐＝犆１＋犆２犕＋犆３ｌｇ（犚＋犚０）＋ε …………………………（Ｄ．１）

　　式中：

犐———地震烈度；

犆犻———回归常数，其中犻＝１，２，３，…；

犕———震级；

犚———震中距，单位为公里（ｋｍ）；

犚０———近场距离饱合因子，单位为公里（ｋｍ）；

ε———随机变量。

采用天然地震烈度的衰减关系，应符合ＧＢ１７７４１的规定，并用震源深度小于１５ｋｍ的浅震。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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