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地震台站

2017 年 12 月运维情况

通 报
（第 1 期 总第 1 期）

根据《关于印发＜浙江省地震台站分级分类运维管理办

法＞及＜浙江省地震台站分级分类表＞的通知》（浙震发

〔2017〕79 号）精神及《关于地震台站运行质量通报及问题

台站清理的函》的要求，现将全省地震台站 2017 年 12 月运

行质量情况通报如下：

一、全省地震台站运维

（一）总体情况

1.2017年 12月，浙江省地震台站故障处理共计48台次，

其中现场维护 11 台次，其余 37 台次为远程故障处理。

地震台站故障类型主要有：供电故障 20 次、通信线路

故障 2 次（指长时间信号断，不含信号断断续续导致的线路

故障）、通信设备故障 17 次、UPS 主机故障 1 次、数采故障



2 次、地震计/传感器故障 4 次、GPS 对钟误差 1 次，以及其

它故障等。故障次数及类型详见下表：

序号 故障类型 次数 比例

1 供电故障 20 42%

2 通信线路故障 2 4%

3 通信设备故障 17 36%

4 UPS 主机故障 1 2%

5 雷击故障 0 0%

6 数采故障 2 4%

7 地震计/传感器故障 4 8%

8 GPS 对钟误差 1 2%

9 其他 1 2%

10 合计 48 次

2.连续率和完整率较低的台站仪器有：宁波庄市台，水

位和水温连续率分别为 88.03%和 92.03%。主要原因为台站

施工造成停电，请宁波市地震局加强台站施工管理，保障台

站供电系统正常运行。永嘉台和龙泉台的数据完整率较低分

别为 64.61%和 54.17%，主要原因为台站仪器故障，产出错

误数据，请监测中心尽快完成仪器维修工作，确保仪器的正

常运行。

3.预处理和预处理日志填报不到位的有：长兴和平台地

电阻率观测日志填写不详细，请湖州地震台按照要求做好长

兴台的观测日志填写。

具体台站故障详见台站基本运行情况表。

（二）台站基本运维情况表

1.省级台站运维情况表



台名 测项分类 线路
台站运

维分类

备注（主要故障

等）

故障

次数

基础

运维

专业

运维

省

级

台

杭州老和山地震台 测震 SDH I 供电故障 1
杭州植物园地震台 强震/前兆 SDH I

新安江地震台 测震/前兆/强震 SDH I/I/II

宁波地震台 前兆/测震/强震 SDH I/I/II 网络通讯 1
温州地震台 前兆/测震/强震 SDH I

湖州地震台 前兆/测震/强震 SDH I/II/II

舟山地震台 测震 SDH I

2.市县台站运维情况表

市

局
台名 测项分类 线路

台站运

维分类

备注（主要故障

等）

故障

次数

基础

运维

专业

运维

杭

州

局

/

12

江干白杨地震台 强震 校园网 II

萧山楼塔地震台 测震/强震 SDH I/II

余杭瓶窑地震台 前兆/强震 光缆 II GPS 对钟故障 1
余杭黄湖地震台 测震/强震 光缆 I/II

桐庐江南地震台 前兆/测震/强震 II

临安湍口地震台 前兆 / II

临安交口地震台 前兆 / Ⅲ

富阳万市地震台 前兆 / Ⅲ

萧山北干山地震台 前兆 / Ⅲ

桐庐分水地震台 测震/强震 光缆 II 地震计故障 1
淳安中洲地震台 测震/强震, SDH I/II

临安马啸地震台 测震/强震 SDH I/II

宁

波

局

/

13

江北慈城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I

北仑新碶地震台 测震 SDH I

镇海招宝山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

鄞州章水地震台 测震 SDH I

鄞州下应地震台 强震 光缆 II

象山石浦地震台 强震 SDH II

宁海长街地震台 测震/强震 SDH I/II

宁海力洋地震台 前兆 II

余姚梁弄地震台 测震/强震/前兆 SDH I/II/II

慈溪长河地震台 测震/强震 SDH II

慈溪白沙路地震台 前兆 电话线 II

奉化溪口地震台 强震/前兆 SDH II



镇海庄市地震台 前兆 无线 I
供电故障（装修

导致）
8

温

州

局

/

26

鹿城双屿地震台 强震 校园网 II

鹿城绣山地震台 强震 SDH II

温州瑶溪地震台 前兆 光缆 I

永嘉上塘地震台 前兆/强震 电话线 I/II
通信设备+传感

器故障
2 1

洞头北岙地震台 前兆 II

南麂岛地震台 测震/前兆/强震 无线 I/II/II
通信线路+传感

器故障
1 1

平阳昆阳地震台 前兆 电话线 I

苍南灵溪地震台 测震/强震 SDH II

苍南五凤地震台 前兆 II

文成黄坦地震台 测震/前兆 SDH II

文成珊溪地震台 测震 SDH II

文成卓山地震台 前兆 光缆 II

泰顺南山头地震台 前兆 光缆 II

泰顺涂坑地震台 前兆 II

泰顺罗阳地震台 强震 II

文成仰山地震台 测震 光缆 II 线路不稳定 n
文成云湖地震台 测震/强震 光缆 II

文成黄龙地震台 测震 光缆 II

泰顺包垟地震台 测震/强震/前兆 SDH II 供电故障 2

泰顺新浦地震台 测震 SDH II
数采故障+线路

故障
n 1

泰顺司前地震台 测震/前兆 光缆 II

泰顺岩上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I

瑞安瑞祥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I

瑞安陶山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

乐清仙溪地震台 测震 光缆 I 线路不稳定 n
乐清盐盆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I

嘉

兴

局

/

9

嘉兴大桥地震台 测震/前兆 光缆 I/II 供电故障 1
嘉兴双桥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I

嘉善罗星地震台 强震 光缆 II

海盐澉浦地震台 测震/强震 无线 I/II 线路不稳定 1
海宁硖石地震台 前兆 光缆 I 通信设备故障 1
海宁海洲地震台 强震 校园网 II 地震计故障 1
平湖当湖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

平湖乍浦地震台 前兆 光缆 II

桐乡石门地震台 前兆/强震 无线 I/II

湖

州

局

吴兴杨家埠地震台 前兆 无线 I

南浔练市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I

德清武康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I



/

07

长兴槐坎地震台 测震/前兆 无线 I/II 线路不稳定 1
长兴和平地震台 前兆/强震 无线 I/II 数采故障 1
安吉递铺地震台 前兆 光缆 I

安吉皈山地震台 前兆/强震 无线 II

绍

兴

局

/

09

绍兴柯桥地震台 测震/强震 光缆 II 线路不稳定 n

绍兴塔山地震台 前兆 光缆 I
通信设备+传感

器故障
1 2

绍兴镜湖地震台 强震 校园网 II 通信设备故障 3
绍兴钱清地震台 前兆 II

上虞崧厦地震台 强震 气象网 II

新昌地震台 测震 光缆 I

新昌七星地震台 测震/强震/前兆 SDH II

诸暨东和地震台 前兆/强震 光缆 I/II 通信设备故障 1
嵊州浦口地震台 强震 科技网 II

金

华

局

/

06

武义白姆地震台 测震/强震 光缆 II

磐安安文地震台 测震/强震 无线 II

义乌稠城地震台 前兆/测震/强震 SDH II

东阳吴宁地震台 前兆 无线 I

东阳江北地震台 前兆 II

永康方岩地震台 测震 光缆 I
通信设备+地震

计故障
1 1

衢

州

局

/

07

衢州柯城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I

衢州乌溪江地震台 测震 光缆 I 线路不稳定 n
常山紫港地震台 前兆 光缆 I

常山辉埠地震台 测震/强震 光缆 II

龙游小南海地震台 前兆/强震 无线 I/II 供电故障 2
江山虎山地震台 前兆/强震 无线 II

开化村头地震台 前兆/强震 无线 II 通信设备故障 1

舟

山

局

/

06

定海昌国地震台 前兆 光缆 I

定海海山地震台 强震 光缆 II

普陀浦西地震台 强震 光缆 II

东极岛地震台 前兆/测震 无线 II

岱山高亭地震台 前兆/强震 光缆 I/II

嵊泗菜园地震台 测震/强震 光缆 I/II

台

州

局

/

11

大陈岛地震台 前兆/测震 光缆 II

椒江海门地震台 强震 光缆 II

黄岩北洋地震台 前兆 II

路桥路北地震台 强震 校园网 II 通信设备故障 1
玉环坎门地震台 强震 光缆 II

天台赤诚地震台 测震/强震 光缆 I/II

天台福溪地震台 前兆 II

仙居福应地震台 测震/强震/前兆 SDH I/II/II

温岭新河地震台 强震 光缆 II



温岭大溪地震台 前兆 II

临海大田地震台 前兆/强震 无线 II

丽

水

局

/

17

莲都峰源地震台 测震 SDH II

丽水联城地震台 前兆/强震 电话线 I/II 通信设备故障 1
青田万阜地震台 测震 无线 II

青田北山地震台 测震 无线 II

青田船寮地震台 测震/强震 光缆 II 供电故障 n
缙云五云地震台 强震/前兆 无线 II

遂昌湖山地震台 测震/强震 SDH II

松阳西屏地震台 测震/强震/前兆 SDH I/II/II

云和浮云地震台 测震/强震 SDH II

庆元濛洲地震台 测震/强震 无线 II

庆元松源地震台 测震 SDH I

庆元屏都地震台 前兆 II

景宁红星地震台 测震 科技网 I

景宁鹤溪地震台 强震/前兆 科技网 I

景宁渤海地震台 测震/强震 SDH II

龙泉清风地震台 前兆/测震 SDH I/II

龙泉下樟地震台 前兆 II

注：n 表示 5 次以上

3.企业台站运维情况表

台名 测项分类 线路
台站运

维分类

备注（主

要故障

等）

故障

次数

基础运

维
专业运维

企

业

台

珊溪水库坝底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I

珊溪水库坝顶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I

珊溪水库指挥部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I

珊溪水库坝左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I

珊溪水库坝右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I

滩坑水库坝顶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I

滩坑水库坝中地震台 强震 无线 II

二、信息网络运行

（一）总体情况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浙江省地震局信息网

络的 7 个信息节点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网络通信平台运行基

本正常，区域中心网络服务运行正常，未发生重大故障。



本月未发生网络病毒与木马攻击事件。

（二）系统运行情况

1.网络连通情况

行业网骨干网运行率 100％，第二信道运行率 100％，

局域网运行率 100％，台站节点总体运行率 99.982％，大中

城市与市县节点总体运行率 99.987％。

2.网络设备运行情况

各级节点的网络路由和交换设备运行正常，无重大故障

发生。

区域中心网络安全设备运行正常，无重大故障发生。

3.视频会商系统联调情况

本月参加视频会商联调 2 次，本月底与 7 个地市和台站

进行了视频月会商，效果良好。

本月进行了 2 次地市台站联调测试，联调效果良好。

三、建议及要求

（一）建议

1.乐清仙溪、文成仰山地震台发生通信设备/线路故障

多次，建议在继续观察的基础上，考虑更换为 SDH 专线的通

信方式。

2.泰顺新浦地震台由于 3G 无线通讯方式，导致线路多

次中断，建议通信线路直接更换为光缆。

3.宁波庄市地震台由于台站施工导致断电多次，建议此



类情况应及时保证 UPS 供电系统正常运行。

4.萧山楼塔地震台，摆房存在渗水现象，进雨后排出处

简陋。

5.平湖当湖地震台需更换 UPS 电池。

（二）要求

1.请各市局、局属台站、监测中心依照《浙江省地震台

站分级分类运维管理办法》第十条款的要求，分别承担相应

的台站基础运维和专业运维工作，切实做好全省地震台站的

运行维护工作，为地震监测预报提供科学准确的数据。

2.各市局需将本辖区台站的运行情况向领导汇报，对辖

区台站常出现的故障问题及原因仔细研究，提出改进措施，

未解决的故障问题要尽快完成。

浙江省地震局监测预报处

2018 年 1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