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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震基本知识 
1. 什么是地震？ 

地震是地球内部介质局部发生急剧的破裂，
产生的地震波，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地面振
动的现象。 

 



   2. 地震是怎么形成的？ 

    地震是地球内部缓慢积累的
能量突然释放引起的地球表层
的振动。当地球内部在运动中
积累的能量对地壳产生的巨大
压力超过岩层所能承受的限度
时，岩层便会突然发生断裂或
错位，使积累的能量急剧地释
放出来，并以地震波的形式向
四面八方传播，就形成了地震。
一次强烈地震过后往往伴随着
一系列较小的余震。  



3.地震分类、震级与烈度 

 按照地震成因不同，地震可分为以下几类：  
    1）天然地震：地球内部活动引发的地震，主要包括构造地
震、火山地震和陷落地震。其中， 构造地震是指构造活动引发
的地震，即由于地下岩层受地应力的作用，当所受的地应力太
大，岩层不能承受时，就会发生突然、快速破裂或错动，岩层
破裂或错动时会激发出一种向四周传播的地震波，当地震波传
到地表时，就会引起地面的震动。世界上85%～90%的地震以及
所有造成重大灾害的地震都属于构造地震；火山地震是指火山
活动引发的地震；陷落地震是由于地下岩层陷落引起的地震。 
    2）诱发地震：人类活动引发的地震，主要包括矿山诱发地
震和水库诱发地震。其中，矿山诱发地震是指矿山开采诱发的
地震；水库诱发地震是指水库蓄水或水位变化弱化了介质结构
面的抗剪强度，使原来处于稳定状态的结构面失稳而引发的地
震。 
    3）人工地震：由于核爆炸、放炮等人为活动引起的地震。 



震级：衡量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度量。 

     震级大一级，释放能量大31.6倍！ 



震级： 

     指地震的大小，是表征地震强弱的量度，是以
地震仪测定的每次地震活动释放的能量多少来确定
的。震级通常用字母M表示。 

• 1级≦震级﹤3级       微震——不容易察觉 

• 3级≦震级﹤4.5级     小地震——有感地震 

• 4.5级≦震级﹤6级     中地震——破坏性地震 

• 6级≦震级﹤8级       强地震——严重破坏性地震   

• ≧8级                巨大地震——破坏性非常大 

•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大地震为8.0级 



• 震级每相差1级,释放的能量相差约30倍. 

• 震级每相差2级,释放的能量相差约900倍 

• 震级每相差0.1级,释放的能量相差约1.4倍 

 
例如:  

 一个5.5级地震的能量,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的能量 

     8级=30个7级=900个6级=27000个5级 

    汶川的8级地震,相当于同时5600个广岛原子弹爆
炸的能量 

震级 



全世界每年平均发生地震次数 

     8级以上每年1－2次 

     7级以上每年10－20次 

     6级每年100－200次 

     5级每年1000－2000次 

         全世界每年平均发生地震约500万次，
其中,人们能感觉到的有5万多次. 

震级 



    烈度：用来衡量地震的破坏程度。同样大小的地震，
造成的破坏各地不一定相同；同一次地震，在不同
的地方造成的破坏也不一样。 

     炸弹的炸药量，好比是震级；炸弹对不同地点
的破坏程度，好比是烈度。 

 
烈度的影响因素： 
    震级、震源深度、震中距、地质结构、建筑物牢
固程度 

    震级越大、震源越浅、震中距越小，烈度就越大。
一般来讲，一次地震发生后，震中区的破坏最重，
烈度最高。 

烈度 





4. 全球地震带与中国地震分布特点 

1）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
活动最强烈的地带，全
球约80%的地震都发生
在这里。 

2）欧亚地震带：全长两万
多公里，跨欧、亚、非
三大洲，占全球地震  

3）海岭地震带：分布在太
平洋、大西洋、印度洋
中的海岭，地震释放能
量较小，均为浅震。 
 



中国地震活动特点： 

• 频度高、强度大 

• 分布广、震源浅 

• 灾害严重 



5. 地震波 

地震发生后，其能量以 

地震波的形式向外传播 

[体波（p、s)和面波]。 

 
纵波（P波）：质点震动方向与波传播方 

向一致，速度平均 6.5km/s，是横波速度 

的1.732倍； 

横波（S波）：质点震动方向与波传播方 

向垂直，又分SV、SH波，速度平均 3.5 

km/s； 

瑞雷面波：质点震动为逆进椭圆，速度 

为S波速度的0.914倍。 

地震产生的S波和瑞雷波破坏最为严重！ 



二、地震前兆现象 

地震前兆： 一般情况下，大地震是有前兆
的，大地震前常有不少异常的自然现象发
生，叫地震前兆。 

地震前兆分为宏观前兆、微观前兆。 

 



 宏观前兆：就是人们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如气
象（如地声、地光、地气、地动等）、地下水
异常变化、动物异常反应等叫宏观前兆。 

 微观前兆：就是通过仪器观测到现象叫微观
前兆。如漳州地震台（在龙海九湖石狮岩下）
就有多种地震前兆观测仪器。 

地震前兆 



震前地下水的变化 

井水是个宝, 

前兆来得早。 

无雨泉水浑, 

天旱井水冒; 

水位升降大, 

翻花冒气泡; 

有的变颜色, 

有的变味道; 

天变雨要到, 

水变地要闹。 

人人都观察, 

异常快报告。 



地震前动物的异常反应 

震前动物有预兆， 

群测群防很重要。 

牛羊骡马不进圈， 

猪不吃食狗乱咬。 

鸭不下水岸上闹， 

鸡飞上树高声叫。 

冰天雪地蛇出洞， 

大猫衔着小猫跑。 

兔子竖耳蹦又撞， 

鱼跃水面惶惶跳。 

蜜蜂群迁闹轰轰， 

鸽子惊飞不回巢。 

家家户户都观察， 

综合异常作预报。 



[地光] 

        大地震发生前，在震中或附近地区常常出

现形态各异的地光，以白、红、黄、蓝色较
为常见，通常在夜晚天空较暗时才可见。 

 [地声] 

          在地光发生后，有时会有地声。多数像
打雷，有时像狂风、炮鸣、狮吼等。 

 

地震前兆 



 据了解，发生同等破坏性地震时，中国的人员伤亡约
是日本的10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对地震反应
过度恐慌，导致不必要的伤害。 

 地震发生时，至关重要的是要有清醒的头脑，镇静的
态度。只有镇静，才能冷静判断地震的大小和远近。
近震常以上下颠簸开始，之后才左右摇摆。远震却少
上下颠簸感觉，而以左右摇摆为主，而且声脆，震动
小。一般小震和远震不必外逃。 

 1. 保持清醒的头脑 

三、地震避护和疏散 



2.就近躲避，伏而待定 

   破坏性地震突然发生时，只有几秒到十几秒时间，
采取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的方法是应急避险的好
办法。 

   在1556年陕西华县8 级大地震的记载中也总结到：
“卒然闻变，不可疾出，伏而待定，纵有覆巢，可冀
完卵。” 

   意思是说，突然发生地震时，不要急着向外逃，而
要躲避一时等待地震过去，还是有希望存活的。这
“伏而待定”，高度概括了紧急避震的一条重要原则。 



a、就近躲在结实物体旁边 

     及时躲到两个承重墙之间跨度最小的房间里如
厕所、厨房等。也可躲避在桌、柜等家具下面 以
及房间内侧的墙角，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
且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物体旁。当有物体砸下来的
时候，低姿势躲在结实的物体旁，物体可以先受倒
塌物品的力道，让一旁的人取得生存空间减少对人
的直接伤害。 

b、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 

     身体应采取的姿势：伏而待定，降低身体重心。
抓住桌腿等牢固的物体。 

c、保护头颈、眼睛，掩住口鼻 

     用被褥、枕头、脸盆等物护住头部。 

就近躲避的具体方法 



为什么地震瞬间不宜夺路而逃呢？ 

• 大地震时，人们在房中被摇晃甚至抛甩，
站立和跑动都十分困难。 

• 地震时人们进入或离开建筑物时，被砸死
砸伤的可能性最大。  

• 现在城市居民多住高层楼房，根本来不及
跑到楼外，反倒会因楼道中的拥挤践踏造
成伤亡。 

• 除在低层人员外，不要跳窗跳楼。 

   

伏而待定，伺机而逃才是上上策！！ 



震时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是 

应急避震较好的办法 

   一次地震的持续时间多为10几秒，震波的间歇是
最佳的逃生时机。余震对人的威胁会更大。第一
次地震后，各种建筑物也许被震损或局部震塌，
而余震之后通常是大规模的倒塌。 

• 在“先避”的过程中，选择“靠外不靠里”的地
点躲避，能为震波过去之后的逃生带来便利。
（选择内承重墙墙根、墙角，坚固桌子、床等家
具旁） 

• 迅速有序地利用楼梯逃生，切忌跳楼。 

• 外逃过程要迅速避开高大的建筑物及悬挂物等，
如高楼、路灯、广告牌、高压线等。 



学校怎样紧急避震  

• （1）特别提醒 

  一切行动听从老师的指挥 

  同学之间要互相照顾 

  ——大同学要照顾年小体弱的同学； 

  ——要关心、照顾残疾同学。 



• 正在上课时怎样避震： 

——无论教室是楼房还是平房，同学们都要在老师
的指挥下，迅速躲在各自的课桌下； 

——千万不要慌乱拥挤外逃，待强波过后，在老师
带领下有组织地有序疏散； 



•在操场或室外怎样避震： 

——若在开阔地方，可原地不动，蹲下，注
意保护头部； 

——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 

——震时千万不要回到教室去； 

——不要乱跑、乱挤，待地震过去后，再按
老师指挥行动。 



避震口诀一 

• 大震来时有预兆，地声地光地颤摇， 

• 虽然短短几十秒，做出判断最重要。  

• 高层楼上撤下来，虽有电梯不能搭， 

• 万一电力中断了，真是欲速则不达。  

• 平房避震有讲究，是跑是留两可求， 

• 因地制宜做决断，错过时机诸事休。  

• 次生灾害危害大，需要注意预防它， 

• 电源燃气是隐患，震时及时关上闸。  

 



• 强震颠簸站立难，就近躲避第一桩，
床旁桌旁小开间，伏而待定保安全。  

• 震时火灾易发生，伏在地上要镇静，
沾湿毛巾口鼻捂，弯腰匍匐逆风行。  

• 震时开车太可怕，感觉有震快停下，
赶紧就地来躲避，千万别在高桥下。 

• 震后别急往家跑，余震发生不可少，
万一赶上强余震，加重伤害受不了。 

避震口诀二 



四、学校防震演练与震时逃生预案 

        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十分重视防震救灾

工作。我国已初步建立防震减灾管理体系，
包括地震逃生在内的演习也经常举行。经
过上述对地震基础知识、相关防震措施及
避震要领的介绍，各个学校根据自己不同
情况，平时经常进行防震演练并做好震时
逃生预案。 



1、吉林省学校安全疏散演练活动预案（建议
每个月一次） 

(一)、安全疏散演练流程 

1、7：30班主任进行演练路线讲解、演练动员； 

2、7：50领导小组、楼梯口指挥教师、安全区、保卫
组、医务组教师到位； 

3、8：00演练开始； 

4、8：20全体师生集中完毕，总结演练效果； 

5、8：30演练结束。 



（二）、班主任(或任课教师)主要工作 

1、班主任进行演练路线讲解、演练动员、强调
注意事项。 

2、组织班里面学生有序离开教室，前4行从前
门出，后4行从后门出（在还没轮到撤离时学
生先在教室通道排队）。 

3、在教室门口组织学生成一路纵队慢行下楼梯。 

4、到操场点名。 



（三）、楼梯口指挥教师主要工作（每个楼梯口两位
老师） 

1、组织学生成一路纵队下楼梯。 

2、组织学生下楼梯时必须靠墙或靠楼梯扶手下行
（按上级要求，必须下层人员撤离后上层人员才开
始撤离，自下到上）。 

3、及时制止危险行为（在撤离途中，如出现拥挤摔
倒，后面学生及楼梯口学生应立即大声喊“停”同
时停止不动，老师立即招呼学生停下，等险情排除
后，再招呼按顺序撤出）。 

4、检查楼层上是否有学生遗漏并及时指导撤离危险
区 。 



2、震时逃生预案 

（一）紧急避震  

1、要保持镇定，切莫惊慌失措。尽快躲避到安全地
点，千万不要匆忙逃离教室。  

2、在教室内的学生，应立即就近躲避，身体采用卧
倒或蹲下的方式，使身体尽量小，躲到桌下或墙
角，以保护身体被砸，但不要靠近窗口。  

3、躲避的姿势：将一个胳膊弯起来保护眼睛不让碎
玻璃击中，另一只手用力抓紧桌腿或床腿。在墙
角躲避时，把双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保护自己，
可以拿枕头或其他保护物品遮住头部和颈部。  



4、卧倒或蹲下时，也可以采用以下姿势：脸朝下，
头近墙，两只胳膊在额前相交，右手正握左臂，
左手反握右臂，前额枕在臂上，闭上眼睛和嘴，
用鼻子呼吸。  

5、在走廊的同学，也应立即选择有利的安全的地点，
就近躲避，卧倒或蹲下，用双手保护头部，不要
站在窗口边。  

6、在教室外的同学，应跑到空旷的地方，要用双手
放在头上，防止被砸，要避开建筑物和电线。  

7、老师要按预先的分工，迅速到每个教室检查避震
的情况，发现有采取不正当措施的，要及时纠正。  



（二）紧急疏散：  

   根据本班所处位置及学生年龄特点，紧急疏散的
具体要求是：   

1、拉响警报：办公室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拉响警
报，听到警报（钟声）后由班主任或任课教师组
织本班级学生立即蹲在桌子下面，如果在2分钟后
没有大反应，学校再次拉响警报（钟声），各班
级应马上按照学校规定的紧急疏散路线快速、有
序地撤离教学楼。  



2、组织疏散：  

（1）安全疏散：班主任及当时上课的教师负责组织本班学生
疏散逃生。  

（2）具体疏散工作安排：  

    教室内外学生疏散指挥人员安排：  

• 当时在教室上课的教师迅速组织学生排队，带领学生有次
序下楼疏散；  

• 按平时做操位置安排集结队伍（如情况需要，则听从领导
指挥，疏散到校外安全地带）；  

• 上体育课的班级立即在操场集合，由上课的体育教师带领
学生到安全地带集结。  

• 所在班级的班主任应在听到警报后立即前往班级稳定学生
秩序，随时准备安全转移学生。  



特别强调 

• 1、别慌张 

• 2、走，不是跑 

• 3、不能推、拉、挤 

• 4、不能返回，绝对听从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