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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局地壳应 力研 究所
科技服务工作简介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为 中国地震局直属研 究所 ，是李四光教授于 １
９６６年邢台地震后倡
导组建 的，１
９７１年划 归地震局 ，１
９８６年 ２月改建为国家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 ，１
９９８年改为中
国地震局地壳应 力研 究所 。研究所现 已被纳入科技部非营利性公益科研 院所系列 ，是我 国地壳动
力学研 究的重 要基地 ，是以地 壳动 力学 、地震前兆观测与预报、地 震与地 质灾害等有关 的基础理
论和应用研 究为主要 任务的综合性研究所 。

在不断发展科研 实力 的同时，研究所非常重视科技成果 向应用领域转化 ，广泛开展各类工程
技术服务 ，持有 中国地震局颁发的建设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甲级资质证书、国家发改委颁发

的甲级工程咨询资格证书、 国土资源部颁发 的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 甲级资质证 书和地质 灾害治理
工程 甲级勘查资质证 书 、建设部颁 发的乙级 工程勘察证书和工程桩动测单位资质证 书 以及北京市
技术监督局颁发 的计量认证合格证书等。业 务范围主要包括 ：地震小区划、工程场区地壳稳定性

和地震安全性评价 、地应力测量与构造应力场研究、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与 防治 、地震前 兆观测 、
活动 断层探测 、工程测试等 。

（１）重大工程 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和区域 地壳稳定性评价工作
我所 是中国地震局首批颁发地震安全性评价 甲级资质证书持有单位之一 。多年的地震安全 性
评价工作 ，造就我所一支从事工程地震的高素质专业队伍 ，可承接各类复杂和重大工程的地震 安
全性评价工作 。自 ２０世 纪 ９
０年代 以来 ，我所承担 的国家级重点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２００
多项 ，涉及领域包括 ：矿 山、能源 、水利 、水 电、公路 、铁路、桥涵 、核 电站 、核废料处理 、输
油气管线、城市 建设规划等工程建设 的各个方面 。工作 内容包括 ：地震基本烈度复核 、地震危险
性分析、场地 小区划 和核 电站 场址地震安全性评价等 。典型的项 目有珠海伶仃洋大桥 、港珠澳跨
海大桥、深圳湾 公路大桥等 １
０余个桥梁工程 ，黄河拉西瓦、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等 ２０余个水 电工
程 ，渤海 、南海等海域 ３０多个海上石油平 台，福州．
厦 门、石家庄一太原、沈 阳一大连等近 １
０个 铁
路工程，北京 ４号、９号和 １
０号线等地铁工 程。

我所 具有 以构造稳定性评价为主 （包括 断层活动性监定 ，断裂稳定性分析 ），配合工程地质勘
察 ，跨断层变 形监测 ，深 部构造探测等多种方法手段综合进行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 的技术优势。
（
２）地应 力测量技术 与构 造应 力场研究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是我国最早专 门从事地壳应力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所 。研 究所于上个

世纪 ６０年代初率先引进 、研 究和运用原地应力实测技术，相继与美国、日本、泰 国及新加坡等国
家及国内有关单位进行了一系列合作研究及 工程测试。测试设备集世界各国之长 ，测试 技术在国内
处于领 先地位 ，拥有地应力测量 国际知名专家和专业齐全的测试技术研究开发 队伍，掌握压磁套芯
解除法、水压致裂法、ＡＥ 法等系列化的地应力测量技术方法，能够完成 Ｏ一 １
０００ｍ 深度钻孔及各
种复杂地质条件 下的原地应力测量工程 。在国内外众多重大建设工程中得到广泛运用 （已完成 ２００

多个地点的地应力测量 ）而享有盛誉，积累了大量权威性 的地应力实测资料和丰富的现场 测试经验。
我所在构造应力场综合研 究方 面技术 实力雄厚 ，能够承担水利 电力工程 、铁路 、公路 隧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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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矿 山开采工程 、油气 田开采 、核废料储存工程 、重大工程场址构造应 力场综合研 究和 工程场
地构造应力 场区划 以及特殊工程 构造应力场环境研究等 。
（
３）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与防治
我所具有地质 灾害危 险性评估 甲级 资质 ，可承接城市建设 、地质灾害 易发区 内的工程建设及
其他有可能导致地 质灾害 发生的工程项 目在选址阶段 的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 工作 。在开展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时，可 紧密结合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加快我所科研成 果的转化 。现 已完成 首
都机场 Ｔ３航站楼、青岛大炼油工程、北京轨道交通机 场线工程 、北京 ４号、９号和 １
０号地铁线
路等重大工程项 目的场地地质灾 害危 险性评估工作 。

在地质灾害防治领域 ，我 所 自主研制 了一些可用 于地质灾 害监测的 ＭＤ系列工程安全 自动化
监测仪器和 ＲＤＡ 型地质 灾害无线遥测 台网系 统，具有成套性、 自动化、智能化 程度高 ，便于管
理 ，稳定可靠 ，抗干扰能力强 ，能适应各种 恶劣环境 ，可单独应用或组合应用 ，也可 以以不 同方
式组 网等特 点。在上海、北京、天津 、西安等一些大 中城市及长江三角洲地区 的地面沉 降、地裂

缝 、三峡库 区的滑坡 、高边坡形变监测 以及大坝工程安全监测 中有着广泛 的应用 。近年来 ，又积
极引进 了 ３ｓ技 术、Ｉ
ｎＳＡＲ 技术应用于三峡库区滑坡监测与研究 ，建立 了万州 、巫 山、奉节等区
县滑坡 、高边坡监测 网和灾害预警系统 。
（
４）地 震前兆观测技术研发

经过几个 五年 计划 的努力 ，我所在地震前兆观测技术与方法研究方面形成 了优势 、特 点，先
后研 制出多种地震前兆监测仪器 ，包括 ：ＳＺＷ－
Ｉ
Ａ型地热仪 、ＲＺＢ．
１型 电容式钻孔应变仪 、ＴＪ．
１
ｉ
Ｂ
型体积式应 变测量 仪、ＹＹＣ．
１型应力应变仪 、ＭＤ 系列断层 形变测 量仪。 目前有 数百台套仪器在
专业台站和地方台站运行 。尤其 是通过 “九 五”的科 技攻关 ，在数字化 台站及台网中心软硬件方
面 ，研 制出 了数采 、通信 设施及软件 、数据处理软件 、避 雷技 术及 设施等 ，形成 了 ＤＱＳ系统地震
前兆综合观 测系统 ，在全 国 ２００多个地震前兆 台站使 用，并可广泛 应用于其它行业 。
（５）断层活动观测技 术
在 “七五 ”、“八五”、“九五”期间，我所研制 出四代三类 （纯机械式、应用模拟传感器 、应
用 ＣＣＤ 数字传感器 ）用于地震前兆观 测的跨 断层 仪器 ，可 连续观测断层活动的水平分量及垂直

分量 ；研制 和应用 成果具 国际先进水平 ，１
９９８年获得 了国家科技进步 （推广类 ）二 等奖 ，也是地
震系统唯一获得 国家奖的前兆观测仪器。
（６）工程测试与实验技术
我所从事工程测试的技术力量雄厚， 自主研 发和引进了多种工程测试仪器和设备 ，可从事岩

体变形与位移 自动化监测、常规压水试验和高压压水试验 、岩体开挖 围岩应力变化监测 、软岩体
与土体地应力测量 、钻孔倾斜测量 、超声波成像钻孔 电视测量 、地基动力特性测试 以及浅层地震
（多波 ）勘探等 ，为许多大 中型项 目提供 了良好 的技术服务 。
我所拥有热释光 （ＴＬ）、光释光 、碳 １
４ （ＭＣ）、岩石力学 、土工试验和地震前兆观测传感器
标定等 多个 实验室 ，可进行地质年龄测定 、岩石力学参数测试 、钢筋 和混凝 土样 品、传感 器标定
等实验项 目， 已为许多重大工程和科研项 目完成 了大量 的样 品测试 、性 能测试和技术服务 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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