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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沿海邻近海沟潜在海啸危险性研究

黄摇 强,摇 景惠敏,摇 胡摇 培

(宁波大学 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摇 要:针对中国东南沿海邻近海沟潜藏大地震的可能性,采用基于有限体积法的浅水波数值模型 Geo鄄
Claw 分别对琉球海沟和马尼拉海沟潜在 9 级地震进行海啸数值模拟研究。 结果表明,琉球海沟和马尼拉

海沟地震发生时都释放了巨大的能量,并以海啸波的形式向中国沿海传播。 其中,琉球海沟地震引发的海

啸波经东海大陆架传播 3 h 后到达福建北部,并在随后 2 h 内对浙江、上海、江苏沿岸地区造成影响。 海啸

波高普遍达到 0. 5 m 以上,浙江、上海局部海岸地区达到 1 m 以上。 而马尼拉海沟地震海啸传播过程通

畅,2 h 后到达海南沿岸,并依次影响湛江、澳门、香港、厦门、高雄等沿海区域。 海啸波高普遍达到 2 m 以

上,澳门、香港海岸地区达到 5 m 以上,面临严重危险等级。 基于我国东南沿岸港口、核电站、钻井平台等

海洋工程项目持续建设的考虑,需要对潜在海啸威胁进行研究并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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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otential tsunami hazard of adjacent trenches in the
southeast coast of China

HUANG Qiang,摇 JING Hui鄄min,摇 HU Pei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large potential earthquakes in the adjacent trenches along the southeastern
coast of China,a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Mw 9. 0 earthquake tsunami in both the Ryukyu Trench and Manila
Trench is conducted using a shallow water numerical model GeoClaw based on the finite volum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Ryukyu Trench and Manila Trench released tremendous energy at the time of the earthquake and
spread to the coast of China in the form of tsunami waves. Among them,the tsunami triggered by the Ryukyu Trench
earthquake reached the northern part of Fujian province three hours after it spread over the East China Sea continental
shelf,and affected the coastal areas of Zhejiang,Shanghai and Jiangsu in the next two hours. The tsunami wave height
generally reached above 0. 5 m and local coasts of Zhejiang and Shanghai is above 1 m. The Manila trench earthquake
and tsunami propagation process was smooth and reached the coast of Hainan two hours later,and in turn affected
Zhanjiang,Macao,Hong Kong,Xiamen,Kaohsiung and other coastal areas. The wave height of tsunami generally
reached above 2 m,and the coastal areas of Macao and Hong Kong reached more than 5 m,facing serious danger lev鄄
els. Considering the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of offshore projects such as ports,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drilling plat鄄
forms in the southeast coast of China,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potential tsunami threats an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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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年来大型地震海啸事件频发,已引起民众

的广泛关注。 海啸的形成主要是由海底断层破裂

引起海水陡增,并释放巨大的能量推动海底至海

面的‘水墙爷前进。 海啸波到达沿海海岸时,由于

地势升高,海水波长变短,波高增大,在极短时间

内爬升并侵袭沿岸陆路地区。 目前全球海洋遍布

着数十个海沟,在伴随板块的下沉发生的地震中,
以海沟部位附近的板块边界作为断层面,随着上

盘一侧的回弹,产生缓角逆断层型地震,这种地震

称为“海沟型地震冶 [1]。 大部分海啸的产生与深

海海沟型地震有关,这其中 2004 年印度洋海啸及

2011 年日本东北地震海啸尤为突出,这些海沟型

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了核电站泄漏、房屋倒塌、人
员伤亡等一系列灾害事件。 位于南中国海和相邻

的菲律宾板块交界处的马尼拉海沟以及台湾东部

的琉球海沟在地质构造上与曾经发生大的地震海

啸的苏门答腊断层及日本海沟等非常相似,极有

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发生较大的地震海啸。 从

板块构造理论来看,海沟是两大板块碰撞交汇处,
能量集聚快,极易发生俯冲型大地震,进而可能引

发大型海啸。
中国处于太平洋的西部,有狭长的海岸线。

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中国沿海共发生 30 余次地

震海啸,其中有 8 ~ 9 次为破坏性海啸,特别是

1781 年 5 月 22 日发生在台湾南部的一次大海

啸,海水深入陆地达 120 km,淹没了台南的三个

重镇和 20 多个村庄,死亡 4 ~ 5 万人。 美国地质

勘探局(USGS)在 2006 年报告中[2] 指出,琉球海

沟、马尼拉海沟是最可能引起特大海啸的潜在海

底地震震源。 我国华东沿海地区正对琉球海沟,
华南沿海地区距离马尼拉海沟较近,若是有一处

或同时发生 9 级以上地震海啸,造成的后果将难

以想象。 中国东南沿海人口集中,沿海海拔 5 m
区域内有全国近 1 / 4 的 GDP[3],这对于我们提高

沿海地区海啸风险防范意识,提升灾害预防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通过对这两个区域的潜在

地震海啸研究非常必要。
自 20 世纪以来,海啸的形成及发展理论逐渐

受到人们的重视,各国专家大多应用数值模式模

拟研究海啸的产生、传播、爬高等过程。 海啸的数

值传播模型主要有浅水波模型和 Boussinesq 模

型。 第一类以康奈尔大学的 COMCOT[4]、美国国

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 MOST[5] 及华盛顿大学的

GeoClaw[6] 为代表。 其中,COMCOT 模型采用有

限差分法进行计算,可设置多重嵌套网格,爬高过

程采用干湿判断法,关于其应用有 1960 年智利海

啸[7],以及 2004 年的印度洋海啸[8];MOST 模型

考虑了地球曲率和科氏力的影响,物理频散由有

限差分的数值频散格式来近似,应用于 1996 年的

Andreanov 海啸模拟[9],且该模型被 NCTR(Na鄄
tional Center for Tsunami Research)采用为标准模

型;GeoClaw 模型嵌入了由 Marsha Berger 所开发

的自适应网格加密来捕捉更精细的波动信息,自
适应网格加密有限体积法尤其适合于求解保守系

统,并允许系统存在不连续量 ,这使它能够从根

本上捕捉到波分裂等细节,应用方面有 2010 年智

利海啸[10],2011 年日本东北地震海啸[11]。 第二

类基于 Boussinesq 方程的数值模式主要有特拉华

大学 的 FUNWAVE[12] 和 康 奈 尔 大 学 的 CUL鄄
WAVE[13],James Kirby 所开发的 FUNWAVE 模型

采用 Wei 和 Kirby[14] 提出的完全非线性频散方

程,考虑了波浪的色散性,并引入了波产生、摩阻

系数、边界吸收、波分裂、移动海岸等附加项来模

拟这些效应;CULWAVE 模型采用高阶有限体积

法,利用激波捕获法来处理黎曼问题,适用于完全

非线性问题和不规则地形上的色散性波的传播。
另外,日本 Tohoku 大学开发的 TUNAMI 模型因其

相对简单开源也被广泛地应用于海啸的模拟研

究,其改进版 TUNAMI鄄N2 模型在 2011 年日本东

北地震海啸的模拟中结果对比现场实测数据吻合

良好[15]。 海啸从深海经大陆架向沿海岸的传播

过程中,水深变浅使得波浪的非线性效果变得逐

渐明显,因此本文采用非线性浅水波模型来研究

海啸波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数值模式简介

本文采用的基于平面二维非线性浅水波模型

GeoClaw 是在 Godunov 方法的基础上对方程进行

离散改进的模型,通过高精、高分辨率有限体积法

求解双曲守恒率方程,同时引入了非线性限制器

来抑制数值计算过程中的非物理振荡,在空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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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维都达到了二阶精度。 自适应网格技术是该

模型的主要特色,可以根据海啸波波高进行追踪

判断是否对网格进行加密。 此方法可以实现海啸

波在大洋中传播时区域使用粗网格,沿岸计算区

域使用加密网格,减少计算量并提高计算效率。
模型的控制方程表示为:

坠h
坠t +

坠
坠x(hu)+

坠
坠y(hv)= 0 (1)

坠
坠t ( hu) + 坠

坠x ( hu2 + 0. 5gh2 ) + 坠
坠y ( huv) =

-gh 坠b
坠x+fhv-子x (2)

坠
坠t (hv)+

坠
坠y(hv

2+0. 5gh2)+ 坠
坠y(huv)= -gh 坠b

坠x+

fhv-子y (3)
式中:u,v 分别表示 x,y 方向的水深平均速

度;g 为重力加速度;f 为科氏力;h 为总水深;b 表

示海底地形; x, y 方向的非线性底摩擦可以表

示为:

子x =
gn2

h7 / 3hu (hu) 2+(hv) 2 (4)

子y =
gn2

h7 / 3hv (hu) 2+(hv) 2 (5)

式中:n 为曼宁系数。
1. 2摇 海啸源模型

1. 2. 1摇 琉球海沟源模型分析

大量史料及科学研究表明,地震断层通常位

于板块相交边界,即大洋板块俯冲于大陆板块之

下形成俯冲带,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地震断层。 由

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实时监测的地震海啸历

史 数 据 ( https: / / earthquake. usgs. gov /
earthquakes / map)也表明了大型地震海啸的发生

集中在板块交界处附近。 当前,对于地震断层的

精准判定还处于探索阶段,一般根据反演法得到,
较为先进的有结合全球定位系统和自动识别的船

高数据反演而成[16],但前提条件是地震已经发

生。 对于琉球海沟和马尼拉海沟潜在 9 级地震,
我们根据矩震级和震源参数之间的关系,在板块

相交处选取地震断层模型。 由地震学理论可知,
矩震级和断层参数之间的重要联系是地震矩,其
中,M0 =滋·驻U·L·W 为地震中地壳岩的剪切模

量,即介质的刚性系数,取 滋 = 3 伊1010 N / m2;吟U
是断层破裂时的平均位错,L 和 W 是断层面的长

和宽,单位均为 m。 由 Hanks & Kanamori[17] 经验

公式知地震矩和矩震级之间的关系是 M0 =
101. 5MW+9. 1可以用来计算各断层参数。 采用基于

弹性半空间错移理论发展的 Okada(1985) [18] 断

层模型确定地震震源,通过输入地震断层参数,利
用 GeoClaw 断层模型计算程序可得到海啸源

模型。
琉球海沟是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交互、

俯冲和消亡的地带,也是一条强烈的构造活动带,
同时它将东亚活动陆缘构造域与西太平洋构造域

分隔开来[19]。 琉球地震火山带属于环太平洋地

震带的一部分,是至今仍在活动的强地震带。
2004 年印尼苏鄄安海沟 Mw9. 1 地震破裂长度为

1200 km,宽度为 100 km,最大滑动量约 25 m,初
始波高超 8 m[20]。 琉球海沟与其相比,岛弧狭窄

且地壳滑入海沟多,形成多个分割的小岛,是岛鄄
弧鄄盆体系[21] 演化的中期形态。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设定琉球海沟 Mw9. 0 地震震源区参数为:长
度 760 km,宽度 80 km,平均滑动量 18 m。 由于琉

球海沟俯冲带呈弧形,计算时将 1000 km 破裂带

分成相接的 4 段同时破裂,将这 4 个子事件组成

一个 9 级事件,然后模拟 9 级地震海啸在我国东

部海域传播过程。 地震震源参数及源模型如表 1
和图 1 所示。

表 1摇 设定琉球海沟震源参数

Tab. 1 Set up the source parameters of Ryukyu Trench

断层子段编号 震中 子段长度 / km
子段宽度

/ km

走向

/ 毅

倾角

/ 毅

滑移角

/ 毅

平均位错

/ m

震源深度

/ km

1 131. 50毅E 29. 60毅N 150 80 16 30 25 30 20

2 130. 80毅E 28. 10毅N 200 80 25 30 25 28 20

3 129. 75毅E 26. 45毅N 210 80 35 30 25 25 20

4 128. 30毅E 25. 50毅N 200 80 55 30 25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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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琉球海沟潜在地震震源断层位置及滑移量分布

Fig. 1 Location of fault plane segments and slip distribution for
the Ryukyu Trench potential earthquake source

1. 2. 2摇 马尼拉海沟源模型

马尼拉海沟形成于第三纪中新世,北起台湾

南部,南至菲律宾中部,位于亚欧大陆板块和菲律

宾板块之间,全长共 1500 km,亚欧板块在菲律宾

板块以下的部分正以 80 mm / a 的速度下降,至今

仍属活跃地震带[22]。 洪明理等的研究中得出马

尼拉海沟地震复发周期为 63 a[23],且近百年 Mw7
以上地震达到 10 次。 1934 年 2 月 14 日马尼拉海

沟发生 Mw7. 5 地震并引发海啸[24],我们以此次地

震为例,选取地震断层长度为 600 km,宽度为 60
km 的 Mw9 地震并通过划分成 3 个断层子段组合

成一个 9 级事件进行海啸数值模拟。 地震震源参

数及源模型如表 2 及图 2 所示:

表 2摇 设定马尼拉海沟震源参数

Tab. 2 Set up the source parameters of Manila Trench

断层子段

编号
震中 子段长度 / km

子段宽度

/ km

走向

/ 毅

倾角

/ 毅

滑移角

/ 毅

平均位错

/ m

震源深度

/ km

1 120. 7E 20. 0N 160 80 12 20 90 30 30

2 130. 8E 28. 1N 250 80 32 30 90 35 30

3 119. 2E 16. 2N 240 80 5 25 90 32 30

图 2摇 马尼拉海沟潜在地震震源断层位置及滑移量分布

Fig. 2 Location of fault plane segments and slip distribution
for the Manila Trench potential earthquake source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海啸初始位移场

大量历史资料和相关地震海啸研究表明,我
国东南沿海面临着来自琉球海沟、马尼拉海沟潜

在局地海啸的威胁,政府防灾部门也正开始着手

制定沿海海啸预警系统[25]。 由地震发震特点可

知,地震断层的错动过程时间极短,甚至在几秒时

间内就能完成,水面变动与地震引起的断层错动

同时发生,因此可以假设海水表面的抬升与海底

位移是同步瞬时的,忽略了断层破裂的复杂性、错
位的多向性、破裂层厚度可变性。 基于 Okada 断

层模型理论,输入相应的震源断层参数到断层模

型便可得到地震海啸数值计算所需的初始位移

场。 图 3、4 为琉球海沟和马尼拉海沟的潜在海啸

初始位移场。

图 3摇 琉球海沟海啸初始位移场

Fig. 3 Tsunami initial conditions of seafloor displace鄄
ment in Ryukyu T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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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摇 马尼拉海沟海啸初始位移场

Fig. 4 Tsunami initial conditions of seafloor displace鄄
ment in Manila Trench

2. 2摇 琉球海沟地震海啸数值模拟

本次海啸模拟采用 GeoClaw 模型,3 层加密网

格用于模型中,最外层粗网格始于4 arcmin,加密比

例为[4,8],最内层细网格为 30arcsec,结合 ETO鄄
PO1、GEBCO 等海洋水深地形公开数据库,对区域

118毅E ~144 毅E,16毅N ~36毅N 进行模拟计算,并对近

海区域 118毅E ~126毅E,26毅N ~34毅N 进行加密计算,
波浪追踪加密判断为 1 cm。 在中国东部沿海设置

8 个计算点,以 9 级地震断层模型作为海啸源对其

进行地震海啸数值模拟,分析海啸传播过程、分布

范围及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影响情况。
图 5 为琉球海沟地震海啸最大波幅分布,从

图中可以看出,地震发生时海啸能量巨大,海啸初

始波高达到 10 m 以上。 地震产生的能量沿着断

层两侧扩散开来,其中一部分海啸能量沿着中国

东部沿海地区传播,并主要影响福建、浙江、上海、
江苏沿海一带。

图 6 表示琉球海沟地震海啸传播至中国东部

沿海的过程。 在中国东部沿海设置了 8 个虚拟验

潮站计算点,并结合图 7 可知,地震发生 4 h 海啸

波首先到达福建沿海北部,波幅为 0. 3 m 左右;5
h 后传播至浙江大部分沿岸,波幅可达到 0. 6 m
以上,局部地区可能会更高,造成域级近海危险;6
h 后到达上海、江苏沿岸等地,海啸波幅大部分超

过 1 m,甚至更高,将会对局部地区造成芋级淹没

危险。

图 5 摇 琉球海沟地震海啸最大波幅分布

Fig. 5 Tsunami maximum amplitude distribution of

Ryukyu Trench

图 6摇 海啸波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传播过程

Fig. 6 Propagation of the tsunami in eastern coastal

2. 3摇 马尼拉海沟地震海啸数值模拟

相关资料显示,马尼拉海沟 8 级地震间隔期

为 65 a,8. 5 级地震间隔期为 205 a,9 级地震间隔

期为 667 a[26]。 而近 100 a 内发生地震最大震级

为 7. 6 级,目前抗震俯冲带占主导地位,活跃俯冲

带处于平静期,一旦发生大型地震,后果不堪设

想。 同样采用 3 层加密网格,粗网格为 4 arcmin,
细网格为 30 arcsec,加密比例为[4,10],并结合

来自 ETOPO1、GEBCO 等海洋水深地形公开数据

库,模拟计算区域为 110毅E ~ 130毅E,10毅N ~ 28毅N,
对区域 110毅E ~ 120毅E,19. 5毅N ~ 24毅N 进行网格

加密计算,模拟马尼拉海沟 9 级地震海啸对中国

南部海岸的影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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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摇 8 个计算点记录的海啸波传播时程曲线

Fig. 7 Curves of travel time of tsunami at 8 point

摇 摇 图 8 为琉球海沟地震海啸最大波幅分布,从
图中看出,初始海啸波能量巨大,主要向西北方向

传播,短时间内会侵袭到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造成

严重灾害。 图 9 为马尼拉海沟地震发生 2 h 后海

啸传播到中国南部沿海情况,其中在海口、阳江、
澳门、香港、汕头、高雄沿岸设置了共 6 个虚拟验

潮站计算点。 从图 10 各个计算点可以看出,由于

海啸传播过程中未受到地势阻隔作用,到达海岸

时海啸波高普遍达到 1. 5 m 以上,有芋级淹没危

险;尤其在海啸传播 3 h 后,澳门、香港沿海地区

海啸波高达到 5 m 及以上,将面临郁级严重淹没

危险。

图 8摇 琉球海沟地震海啸最大波幅分布

Fig. 8 Tsunami maximum amplitude distribution of

Ryukyu Trench

图 9 海啸波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传播过程

Fig. 9 Propagation of the tsunami in China eastern coa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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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摇 6 个计算点记录的海啸波传播时程曲线

Fig. 10 Curves of travel time of tsunami at 6 point

3摇 结摇 论

(1)琉球海沟发生大型地震的概率较大,且
正对中国东部沿海,故威胁性较大。 但由于我国

东海拥有宽广的大陆架,会削弱海啸传播过程中

的能量。 海啸传播 4 h 后到达福建沿海,进而影

响浙江、上海、江苏沿岸一带,大部分地区会面临

近海危险,浙江、上海局部地区会面临淹没危险;
(2)与苏门答腊—安达曼海沟类似,马尼拉

海沟同样具有 9 级地震发生概率,且在海啸传播

过程中未受阻隔作用,海啸到达中国南海时仍保

持较高能量,加之沿海传播的非线性作用,海啸波

高幅度较大,最大达到 5 m 以上甚至更高,香港、
澳门沿海地区面临严重威胁;

(3)中国东南沿海经济总量庞大,人口集聚,
并且有已建和在建的各种海洋石油平台、核电站、
港口航运器械等重要基础设施,一旦发生大型地

震海啸,将遭受严重灾害,因此有必要对邻近海沟

型地震进行模拟研究,为政府及防灾机构决策提

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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