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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科学

10 月 20 日，美国阿拉斯加半岛海域发生 7.5

级地震，中国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消息

表示，该地震已经引发局地海啸，但不会对中国

沿岸造成影响。

地震，是一个许多人闻之色变的词。地震的

发生常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有可能引起火灾、

水灾、有毒气体泄漏、细菌及放射性物质扩散，还

可能造成海啸、滑坡、崩塌、地裂缝等次生灾害，

人们将地震列为最可怕的自然灾害之一。

据了解，全球平均每年发生约 500 万次地

震，能被人们感觉到的地震约 5 万次，可能造成

破坏的地震约 100次。

但很少有人知道，地震产生的地震波是目

前少量可以穿透整个地球的信号，可以帮助人

们认识地球内部结构。为此，地震科学家、地

质勘探员、工程师等许多专业人士研究出人工

地震的方法，在工程建设、科研活动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在地表以人工方法激发地震波，在地震波向

地下传播时，遇有介质性质不同的岩层分界面，

地震波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反射与折射。研究人

员在地表或深井中设置检波器接收这种地震波，

收到的地震波信号可以反映震源特性、检波点的

位置、地震波经过的地下岩层的性质和结构。研

究者们通过对地震波信号进行转化处理，就可以

推断出地下岩层的性质和形态。

正因如此，人工地震在勘探领域应用十分广

泛，也常用在活动断层探测、核爆炸检测、火山活

动检测等领域。

比如地震波在不同成分的岩层（松软的沙

子、粘土物质或坚硬的石质岩石）交接处会发生

反射和折射，而发生断层的地方，地震波能量就

会被断层“吸进去”，因此根据检波器接收到的地

震波能量变化就可以测出断层的所在位置。

早在1975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

考察队进入青藏高原，先后进行了 9次人工地震

试验，成功获得了地下深达100公里之内的壳、幔

结构信息，这也是我国科技人员在青藏高原腹地

采集的第一批宝贵的地球物理数据。

2013 年 12 月，日本研究人员也在鹿儿岛市

樱岛上通过人工地震探寻地下岩浆状态，以掌握

岩浆积压状态的变化情况等，帮助人们更好地预

测火山喷发。

业内人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利用人工地震

方法进行勘探活动，具有高精度、高分辨率、大探

测广度和深度等优点，因此运用人工地震方法勘

探油气资源远胜于其他地球物理勘探方法。现

阶段，人工地震所能达到的深度范围从数十米延

伸到数十千米。

由于人工地震勘探所获取的地质构造的清

晰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辨率的高低，所谓的

分辨率，指的是地震波数据对所探测的地质体和

地层细节的反映程度，沿垂直方向能够分辨的最

薄地层的厚度即为纵向分辨率，而横向分辨率则

指地震波沿水平方向能够分辨的最小地质体的

宽度。因此，利用人工地震进行勘探必须不断优

化地震波质量、提高分辨率，从而更详细地了解

地层的构造与分布。

人工地震是了解地球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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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希望地震越少越好我们都希望地震越少越好，，他们却还要制造地震他们却还要制造地震

人工地震不是疯狂科学家的试验人工地震不是疯狂科学家的试验
本报记者 李 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教

授王宝善多年从事人工震源在地震探测中应用

的研究。他表示，人工制造地震的方式比较多

样，也各有优劣，研究者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针对应用场景可选用不同激发方式

选择。

人工制造地震根据震源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有炸药震源，如 TNT炸药或硝铵炸药等；

另外一种是非炸药震源，如机械撞击、气爆震源、

电能震源等。

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陆上地震勘探主要

是以炸药作为震源。这种勘探方式以爆炸力强

的炸药为主要材料，利用雷管引爆后，会在周围

介质中形成强大的、脉冲尖锐、频率范围较宽的

冲击波。

虽然强烈的冲击波十分利于观测，但是以炸

药为震源的方式有着天然的弊端，例如在工业区

和人口稠密区均不宜使用炸药，同时，炸药爆炸

带来的污染也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炸药震

源适用性好，但对成孔有较高的要求，在疏松干

燥的沙漠地区和疏松砾石层成孔困难的情况不

宜使用炸药震源。

由于诸多因素限制，这一曾经在业内被认为

“简单直接好用”的人工地震方法，到现在已经用

得越来越少了。

此外，常用的方法还有以重锤作为震源激

发地震，也有研究者将其归类为可控震源。具

体方法是研究人员通过操控机械装置将重物高

举，利用巨大的冲量来撞击地面以产生震动，

通过接连不断地“捶打”制造出小型地震效果，

并把相关数据记录下来。

这种方式产生的地震信号的频率可以人为

调节，根据地表条件、浅层介质条件、响应特性和

勘探目标层深度选择合适的激发频宽，有利于提

高地震数据质量。

此外，可控震源是垂直向下振动，其输出

方 向 垂 直 向 下 ，绝 大 多 数 能 量 向 下 传 递 ，减

少了反射和表面波，避免了某些环境噪音的

影响。

然而，这种方式虽然适合陆地地震勘探，但

由于这种激发装置体积过大，操作并不方便，更

重要的是其激发的地震波频率较低，适合对分辨

率要求不高的地震勘探。

另一种采用较多的是空气枪震源，又叫压缩

空气震源，它是利用压缩空气迅速释放产生巨大

的能量来激发地震，具体做法是将高压气体（空

气）压入枪膛，并让其在短暂的瞬间在枪口释放，

产生很强的冲力。

这种震源是典型的脉冲震源，激发出的地

震波信号具有频率高、频带宽的特点，多适用

于水域当中的勘探活动。

近年来，科学家们探索出不少新的方式方

法，用于探寻地球内部的秘密。

中科院院士、地球物理学家陈颙是主动源探

测领域的著名科学家之一。从 1995 年开始，陈

颙带领团队开展人工震源的探索，先后尝试了电

火花、化学爆破、重载列车、电落锤、人工震源车

等多种震源，但效果均不理想。最后他们发现在

水中激发的气枪震源具有信号重复性高、绿色环

保、低成本、安全高效等优点，决定将气枪震源应

用于科学研究和地震监测工作。这是世界上首

次提出可主动发出地震信号的地震信号发射台

的概念。

2011 年 ，项 目 团 队 在 云 南 宾 川 建 成 了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陆 地 固 定 式 气 枪 地 震 信 号 发 射

台，后又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5 年建成了新疆

呼图壁和甘肃张掖两个地震信号发射台，实

现“ 天 上 有 北 斗（张 衡 一 号），地 下 有‘ 明 灯 ’

（气枪探测）”。

如今，宾川气枪信号发射台的技术已经推广

到新疆、福建和甘肃等地，分别在大型地下天然

气储气库监测、区域地壳上地幔结构探测和潜在

地震危险区预测等方面进行应用探索。

天上有北斗 地下有“明灯”

前不久，今年第 16 号台风“浪卡”先后登陆了海南和越南，然

而整个西北太平洋和我国南海海域并没有随着“浪卡”登结束而趋

于平静，今年第 17号台风“沙德尔”接踵而至。

海南省气象台 10月 21日早间发布台风四级预警：受“沙德尔”

影响，21日—26日，南海东部和中部海域、三沙海域和海南岛四周

海面自东向西将有强风雨天气。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虽然两个台风发生的时间非常接近，

但二者的气候特征有着一定的区别，原因在于“浪卡”属于南海

“土台风”。

为什么台风也会“土”呢？

海南省气候中心正研级高级工程师吴慧解释说，南海是台风

最频繁的海区之一，生成于南海海域并且发展强度达到热带风暴

等级及以上的热带气旋，俗称南海“土台风”，这种台风则变化多

端，难以预测。

据了解，南海海域较小且紧邻大陆,“土台风”突发性较强,

生成后经历很短时间就可能登陆, 给华南沿岸造成较大影响。

一般来讲，南海“土台风”的强度和尺度比西太平洋的小且弱，

大多不具有典型的结构，云系结构也不对称，较少有典型的螺旋云

带出现，范围较小，眼区（即气旋中气压最低的部分）界限不清楚。

“受高空南亚高压底部的东北风影响，风垂直切变较大。因

此，南海‘土台风’的不对称结构较为明显。而且由于近岸生成，生

命一般都比较短暂，有时候只有漩涡环流，连闭合等压线都还没显

示出来。”吴慧说。

记者了解到，在副热带高压东退以后，南海“土台风”可能受到

越赤道气流加强、南支槽加深东移、季风槽西移等单一或多个因素

的共同影响，东亚季风、南亚季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等天气气

候系统以及复杂的近海地形、青藏高原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导致

“土台风”路径复杂多变, 给监测与预报带来许多困难。

“虽然威力不大，但也不能认为它不足为惧。南海‘土台风’带

来的雨灾比风灾更突出。”吴慧强调。

以 2016 年第 8 号台风“电母”为例，受南海辐合带和“电母”共

同影响，当年 8 月 17 日 20 时—18 日 20 时，有多个国家观测站日降

水量突破历史纪录，其中澄迈（376.5 毫米）和临高（501.8 毫米）突

破当地历史极值；儋州（310.4毫米）突破当地 8月历史同期极值。

据了解，“土台风”在一年当中的产生日期并不固定，根据资料

记载，最早生成影响海南地区的“土台风”是 2019年第 1号台风“帕

布”（强热带风暴级），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成；而最晚生成影响海

南省的“土台风”是 1975 年 12 月 24 日在南海生成，强度最强达强

热带风暴级。

土味情话说了不少

但你对“土台风”知道多少

本报记者 付丽丽

这是因为气球充气之后，内部气体压强大于外部大气压强，撒

气后气体从一端高速冲出，空气流对气球的反冲力就成为气球飞行

的动力。气球撒气的瞬间并不是直线冲出去，这主要是因为：气球

各处厚薄不均匀使得张力不均匀，使得气球放气时各处收缩也不均

匀，导致气球出现摆动。由于反冲力和运动速度的方向总是产生夹

角，于是气球的运动方向也在不断变化；另外气球在收缩过程中形

状不断变化，因而在运动过程中表面的气流速度也在不断变化。

根据流体力学原理，流速越大，压强越小，所以气球表面受到

的空气压力也在不断变化，再加上由于气球摆动和收缩造成的迎

风面积变化等因素，而气球“飞行”过程中遇到的空气阻力也会产

生一定影响。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气球的运动方向不断变化。

为什么气球瞬间撒气会四处乱飞

材料（如镜面）破碎时会发生键（离子键、共价键等）的断裂和

结构的扭曲，甚至会有部分结构脱落（碎屑）。在破碎后的极短时

间内，新边界处原子断裂的键会自发吸附空气中的气体分子，形成

一个由数层分子构成的界面。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对距离很敏感，

一般而言，当距离达到分子尺寸以内时，表现为斥力，斥力随距离

减小增长很快，故液体固体往往很难压缩；稍远一些，表现为引力，

但距离稍微大一些（几个原子距离），引力就衰减的差不多了。

对于破镜，再想重合时，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原来键合在一起

的原子，从微观层面来看基本上无法靠近彼此了，它们要么被气体

分子形成的界面隔开了，要么错位了，要么脱落离开了，自然难以恢

复原来的微观状态，更无法形成宏观上足够大的引力以“重圆”了。

（以上内容来源：微信公众号“中科院物理所”）

为什么破镜不能重圆

据了解，在过去的 30年内，气候变化使得英国

北方地区变得越来越温暖，于是许多蝴蝶将活动

范围扩张到了英国北方。但与此同时，更适应凉

爽环境的蝴蝶物种活动范围也在不断缩减。

此前，关于温度变化对蝴蝶种群影响的研究

并不多见，于是，英国的科研人员开始着手研究蝴

蝶种群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冲击。9月底，这项研究

的成果发布在《动物生态学》杂志上。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捕捉了近 29 种共

4000 只野生蝴蝶，使用精密探测器测量了每一只

的体温。他们还测量了周围的空气温度，对于那

些喜欢栖息在植物上的蝴蝶，他们还测量了其栖

息处的环境温度。这些数据表明，许多蝴蝶都善

于寻找特定环境来调节自身体温。

栖息地环境有助蝴蝶调
控自身温度

研究表明，所有蝴蝶都是变温动物，它们自身

无法产生热量。不同的蝴蝶物种维持合适体温的

能力有着显著差异，相当一部分蝴蝶需要通过外

部环境温度的变化来调节自身体温。

那些体型较大、颜色较浅的蝴蝶，包括欧洲粉

蝶和钩粉蝶，最能适应环境温度的波动。它们能

够根据太阳方位，调整自己那对巨大的翅膀，以不

同角度反射阳光，从而达到散热或让更多阳光照

射身体的目的。这些蝴蝶的种群数量比较稳定，

有的数量还在持续增长中。

然而，那些体型更小的蝴蝶，比如潘非珍眼

蝶 ，自 主 调 控 体 温 的 能 力 就 会 表 现 得 十 分 糟

糕。现在，这些蝴蝶正面临着种群数量减少的

巨大风险。

研究发现，那些自身条件不足以调节体温的

蝴蝶物种，可以在自然环境中找到具有特定温度

的地点，例如阴凉处，然后借助这样的“微气候”环

境来控制自己的体温。

然而，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这种善于借助自

然环境调节体温的能力，并没有帮助这些蝴蝶当

中的“热学专家”生活得更好，例如在过去的 40 年

里，爱灰蝶和红灰蝶的种群数量已大幅减少。

这项研究指出，在英国，有三分之二的蝴蝶种

群都出现了数量下降的现象：栖息地丧失和碎片

化、自然环境变得单一化等原因，让许多蝴蝶赖以

生存的微环境消失殆尽。再加上气候变化导致更

多极端的天气事件，引发更大的温度波动，让蝴蝶

的生存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需要
更理性更系统

据了解，人类超过 85%的粮食作物都需要包

括蝴蝶在内的昆虫来进行授粉，这些昆虫提供了

全球价值数十亿英镑的重要服务。同时，保护物

种多样性将会为自然生态系统提供更强大的抗压

能力：昆虫是包括鸟类在内的许多其它物种的重

要食物来源，如果某一昆虫物种的数量下降，就需

要有其他昆虫物种来填补空白。

“很多蝴蝶依赖选择温度合适的微型栖息地

来调节自身体温，对它们来说，气候变化和栖息地

丧失无疑是致命的打击。”论文第一作者、剑桥大

学动物学系的博士后研究助理安德鲁·布雷顿博

士说。

他补充道：“为了保护蝴蝶物种的多样性，我

们需要丰富地理景观的形态。例如在花园草坪

内，我们也可以让草木生长得更久更茂盛一些，为

蝴蝶物种提供更凉快的树荫。在自然保护区内，

我们可以划出区域供食草动物啃食或适度砍伐，

其他的区域则保持自然的原生状态。另外，还可

以在农场中增设灌木篱笆墙、挖掘沟渠。”

以往的研究证实，高度错落有致、自然特征多

样的地理景观具有更大范围的温度变化。因为多

样性的生态结构能创造出不同的微环境，可以帮

助蝴蝶用来调节体温。

此前，很多相关领域的学者认为，蝴蝶对于栖

息地的挑选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但具体原因并

没有得以证实。通过这项研究人们发现，与其说

蝴蝶在挑选栖息地，不如说它们是在挑选可栖息

的环境温度。

剑桥大学动物学博士爱德·特纳领导了这一

研究，他说：“我们在制定针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保

护措施时，不仅在于理解不同蝴蝶物种的栖息地

要求，还要着重理解它们对于温度的要求。”

他还补充说：“基于此项研究，人类需要更理

性、更系统地去维护自然环境，从而保护蝴蝶种群

的多样性，这种做法同时还有可能会保护到其他

昆虫。” （据《环球科学》）

应对气候变化冲击，蝴蝶需要“乘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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