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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脉动测试已经广泛应用于工程领域，如测试计算场地特征周期，利用地脉动台阵反演土层

剪切波速结构等。但是对地脉动数据规范化处理存在争议。以 26 个场地采集的 108 条地脉动测试数

据为研究对象，自编反 STA/LTA 算法程序，从计算方法、特征函数和长短时窗时长的选取，探究 STA/
LTA 算法对于地脉动测试数据处理的可行性。结果表明：STA/LTA 算法对地脉动测试数据的干扰信

号能够准确、快速地识别，并给出了参数设置的推荐值。提高了地脉动数据处理的速度和数据使用的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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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utomatic recognition of effective signal of microtremor
based on STA/LTA algorithm
ZHU Sheng1 ，2 ，LI Ping1 ，2 ，LI Yuying1 ，2 ，LIU Yingci1 ，2 ，ZHOU Kai1 ，2

（1.Department of Geological Engineering，Institute of Disaster Prevention，Sanhe 065201，China；

2. Hebei Key Laboratory of Earthquak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isk Assessment，Sanhe 065201，China）

Abstract：At present，the microtremor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engineering fields，such as testing and calculating

the characteristic period of the site，and inversion of the shear wave velocity structure by using microtremor array，
etc. However，there are some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microtremor data. In this paper，108 pieces
of the microtremor data collected in 26 sites are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and a self-editing inverse STA/LTA
algorithm program is compil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TA/LTA algorithm for the microtremor data processing is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lculation method，feature function and the long and short time window.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ference signals from the STA/LTA algorithm can be identified accurately and quickly，and the
recommended values of parameters setting are given. The speed of data processing and the quality of data using is
improved.

Key words：microtremor；STA/LTA algorithm；signal processing；signal identification

引言
地脉动是地面上一种平稳的非重复性随机波动，主要是由风、海浪活动等自然振源或场地周围的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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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交通工具等人工振源激发，经过在不同性质的岩土层界多次反射和折射，叠加后传播到地面的振动。
地脉动具有频率低、振幅小等特点，其频率范围一般为 0.1～10 Hz，而振幅一般在 0.1～1 μm。地脉动的不同
振幅和频率的变化，既能反映测试场地的土层特征，又能反映工程场地的动力特性。早在 1907 年，学者

Omori［1］观测到了一种振幅很小的振动，他将这种微小的振动称之为地动脉（Microtremor），并发表了《论地脉

动》一文，在文中初步描述了地脉动的振动特征，此后日本和美国的学者对地脉动这一热点课题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但是很多学者对地脉动产生的机理不明确，所以地脉动的研究一度陷入沉寂，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

日本学者 Kiyoshi 等［2］提出将地脉动测试应用于场地评价中去，日本学者 Nakamura 提出用单点谱比法处理地

脉动数据，地脉动研究又重新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兴趣，随后美国、欧盟、中国等各国学者也相继开展大量的

地脉动测试研究，促进了地脉动的在工程中的应用和发展；但是 Lermo 等［3］一直认为地脉动产生的机理不明
确，对地脉动用于场地评价仍一直持有否定的态度；地脉动的研究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我国学者对地脉动
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郭明珠等［4］，师黎静等［5］，刘红彪等［6］，分别地脉动测试应用有在震害分析、建
筑结构设计、场地类别划分和地基场地处理效果评价等工作中取得了一些的工程应用成果；师黎静等［7］通过

选取 46 处场地的地脉动数据，采用单点谱比法计算出场地卓越频率，探究地脉动测试法应用于场地特征参

数测试的适用性，并且给出了覆盖层厚度、不同深度等效剪切波速以及特征周期与卓越频率之间的拟合曲
线，验证其相关性；王伟君等［8］利用在北京五棵松地区进行地脉动测试，采用单点谱比法分析场地卓越频率，
台阵地脉动测试 F－K 法，反演土层的速度结构。研究成果表明：地脉动能够反映出场地土层的构造信息，
相比于目前的场地动力特性测试方法，具有经济、便捷和高效的特点，有广阔的工程应用前景。就目前而
言，学者们已经对地脉动测试的现场采集方法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后期数据的处理仍存在争议。鉴于此，文

中以松原 5.7 级地震砂土液化场地的地脉动测试数据为研究对象，施加反 STA/LTA 算法，探究数据处理中有
效信号时间窗的选取问题，为以后规范化处理数据提供依据。

1

地脉动数据来源
2018 年 5 月 28 日 1 点 50 分，在吉林松原市宁江区发生了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为 13 km。地震发生后，防

灾科技学院迅速组织人员，对震中受灾区域开展震害调查工作。选取了 26 处典型的场地进行地脉动测试数
据采集，其中液化场地为 19 处，未发生液化场地 7 处，先后 2 年时间一共采集 108 条地脉动数据记录。

本次测试设备采用美国 Kinemet-rics 公司生产的 Basalt 型一体式强震仪，其内部设置三通道加速度计，

能够同时记录 2 个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加速度，仪器的动态范围为 155 dB。仪器布置时利用地质罗盘定

位，按南北、东西和垂直 3 个正交方向放置。采样率设为 200 sps，电压灵敏度为 2.5 V/g，每个测点每次测试
连续采样 300 s，每个测点数据采样 3 次［19］，地脉动的采集结果如图 1 所示。

Fig. 1

图1

测点 M1 地脉动三分量记录结果

Microtremors 3-components time-histories at site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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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脉动测试是一种在无强震源的情况下，仅仅是依靠自然震源或人为震源产生的地表微弱的振动，需
要使用灵敏度较高的加速度传感器进行监测得到。因为振动幅值比较小，所以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需在
观测环境中在一定范围内无特定的振动源，如汽车、机械运转的影响等。地脉动的测点一般选择自由场地，
并且远离道路。选择的数据采集的时间一般选择晚上，但是考虑到实际的测试情况进而可以考虑选择白天

进行地脉动测试，从早上 8 点到下午 6 点，进行地脉动数据观测。数据采集时一般在风和日丽的天气进行。
刮风下雨天气对测试结果也有一定的影响，下雨之后，雨水渗透作用导致覆盖土层抗剪强度下降，对高频波
有抑制作用，对低频波有放大效应。
本次地脉动的测试采集应为是地震应急科考期间时间比较急迫，所以选择白天开展地脉动测试。在地
脉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发现了地脉动数据有一定的“毛刺”和脉冲信号干扰，采用带通滤波仍然无法有效
的去除，如图 2 所示。因此，文中提出对地脉动信号施加反 STA/LTA 算法，提取地脉动的有效信号段，剔除

“毛刺”和脉冲信号段以达到滤波的效果。

图2
Fig. 2

2

测点 M13 地脉动三分量记录结果

Microtremors 3-components time-histories at site M13

STA/LTA 法简介
震相识别是地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分支，它为地球内部构造的研究、振源的定位、震源机制的推

演、地震速报和预警等一系列研究工作提供了基础性的研究资料。根据识别的方法，可将震相识别划分为
人工识别和自动识别。传统的人工识别方法主要有：直观检验法、走时表检验法、综合检验法和合成地震图
检验法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基于识别者的工作经验来加以判断、辨识，主要的缺点在于判别效率低，并且由

于人为的误差、读数错误，可能导致不同的人识别的精度相差较大［9－10］。随着 2008 年以后我国数字化地震
台网的大规模建立，地震观测数据量巨大，单单依靠人工识别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应运而生了稳定、快速和

高效的自动识别方法。目前，自动识别方法主要分为：时域分析法、频域分析法、时频分析法、模式识别法和
综合分析法［9－10］。文中着重介绍时域分析法中的 STA/LTA 法。

STA/LTA 法是由 Stevenson［11］最早提出，后经过 Allen 等［12］的不断改进，用来检测地震事件和拾取震相。

其原理是在原信号上施加两个时间窗，分别为短时窗和长时窗，用短时窗的平均值（short-term average，简称
STA）和长时窗的时长（long-term average，简称 LTA）的比值（R）来反映信号能量的变化程度，当地震信号到

达时，STA 值比 LTA 值变化的快，STA 值快速变大，R 值会有一个显著的增大趋势，当 R 值超过设定的阈值

（THR）时，则此点被判断为初动，地震记录系统开始记录有效信号。

∑X (i) /N
N

R=

STA
=
LTA

i=1

∑Y ( j ) /M
M

j=1

（1）

238

地 震 工 程 与 工 程 振

动

第 42 卷

式中：X (i),(i = 1,2,3 ⋅ ⋅ ⋅,N )，表示短时间窗内记录数据；Y ( j ),( j = 1,2,3 ⋅ ⋅ ⋅,M )，表示长时窗内记录数据，M
和 N 分别表示长短窗内的样本个数。

STA/LTA 方法计算量小、运算程序简单，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其计算结果常常出现计算偏差，导致

误判的现象。为了提高信号识别的准确率，增加信号到达时的灵敏度，所以学者 Allen［10］提出基于原始的地
震记录，重新构造能够灵敏反应信号时间序列 CF（t），并将新的时间序列作为计算的输入参数。新的时间序
列 CF（t）被称为特征函数。常用的特征函数有 3 种：

CF (i) = | Y (i) |

（2）

CF (i) = | Y (i) - Y (i - 1) |

（4）

CF (i) = Y (i) 2

（3）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学者提出改进的特征函数形式，国内学者武东坡和高淑芳［9，17］利用三角函数

推导，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STA/LTA 震相自动识别的特征函数：

CF (i) = Y (i) 2 - Y (i - 1) ⋅ Y (i + 1)

（5）

刘晗通过大量微震监测信号分析发现，STA/LTA 算法特征函数取式（3）和式（5），对微震记录信号识别

响应比较灵敏，并且式（5）对频率变化也比较敏感［13］。根据短时窗与长时窗的关系，可以将 STA/LTA 计算方
法分为标准 STA/LTA 法和延迟 STA/LTA 法。标准 STA/LTA 法是短时窗与长时窗之间没有重叠或延迟，进行
截取计算；而延迟 STA/LTA 法，顾名思义即在短时窗和长时窗之间有一段延迟。实际应用中，为了提高计算
效率，在标准法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了递归 STA/LTA 法。递归法相比于标准法计算更加快速，拾取信号的灵
敏度更高，对脉冲信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减小误触的风险。
递归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STA i = STA i - 1 +
LTA i = LTA i - 1 +

CF (i) - STA i - 1
N sta

CF (i - N sta - 1) - LTA i - 1
N lta

（6）
（7）

式中：STAi 和 LTAi 分别为信号在 i 时刻短时窗与长时窗的平均值；CF（i）为信号在 i 时刻特征函数值；Nsta 和 Nlta
分别为信号短时窗和长时窗的信号记录点数。

3

基于地脉动数据有效信号自动识别
目前随着各个学科之间不断交融与发展，STA/LTA 算法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震相识别领域的，在其他

信号“初动”识别领域也被广泛应用，如煤矿冲击地压的预测、煤与瓦斯突出的预防、深部矿山评估岩体稳定
性、预测岩爆等动力型破坏等方面［13－14］。

地脉动是一种平稳、随机波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振幅小、频率低。地脉动测试受环境影响较大，因此
测试最理想的时间段应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深夜，但是在实际测量中却做不到这一点。而白天地脉动测试
时，拾震器往往接收到一些振幅较大的干扰信号，干扰信号直接影响数据处理的结果，对结果造成不利的影

响，因此需要对这些干扰信号进行筛选剔除。文中基于震相自动识别思想，对地脉动数据施加反 STA/LTA
算法，快速有效地对地脉动数据进行筛选，自动识别出异常信号，获得有价值的信号，为后期数据处理奠定
了基础。
3.1

反 STA/LTA 算法识别流程

地脉动数据施加反 STA/LTA 算法的识别过程为：信号输入→计算→判断→拾取。输入参数有地脉动测

试信号 Y（t）、数据采样频率 fs、短时窗的时长 STA、长时窗的时长 LTA、对应的判断阈值 Rd 和切片时间窗时长
Tw。识别算法具体流程如下：

（1）计算地脉动数据 t 时刻的 CF（t）值；

（2）计算 STA/LTA 法的 t 时刻的 R（t）值；

（3）判别 t 时刻的 R（t）值是否小于 Rd 值，若判断结果为是，则进行下一步判断；若判断结果为否，则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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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时刻并返回（2）；
（4）将地脉动时程进行切片为 t 时刻到 t+Tw 时刻，分别计算出切片

段的 R（t）值，判别切片段的最大值是否小于 Rd 值，若判断结果为是，则
进行下一步；若判断结果为否，则进入下一时刻并返回（2）；

（5）记录下 T0=t 时刻和 T1=t+Tw 时刻值，生成时间窗矩阵，并进行下

一步判别；

（6）判别 t 时刻是否到达结束时刻 t0，若判断结果为是，则绘制时间

窗图形；若判断结果为否，则将进入 t+Tw 时刻，并返回（2）。
3.2

（7）如图 3 所示，为算法程序的流程图。
反 STA/LTA 算法的影响因素探究

由于 STA/LTA 算法常常被用于地震震相的识别，震相识别与地脉

动干扰信号识别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在平稳信号中，识别突变的

异常信号；而地震信号与地脉动信号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当地震信号来
临时，振幅迅速增大，短时窗平均值会迅速变化，STA/LTA 值短时间内
增大，超过阈值，地震记录系统开始工作，记录地震信号；而地脉动最大

的特点是振幅小、频率低，并且干扰信号的幅值，相较于地脉动信号的
幅值相差不大。文中将从 STA/LTA 计算方法、特征函数和长短时窗的

时长的选取等方面，讨论 STA/LTA 法对于地脉动测试数据处理的适用
性。文中选取了一条在 2018 年 5 月 27 日松原发生 5.7 级地震后采集的

典型地脉动测试记录作为研究对象。此地脉动记录点为姜家围子村委
会前测试点，截取的时程为 5 min，如图 4 所示。

图4
Fig. 4

3.2.1

图3

Fig. 3

STA/LTA 算法流程图

Flow chart of STA/LTA algorithm

测点 M1 地脉动三分量记录结果

Microtremors 3-components time-histories at site M1

不同的计算方法对算法的影响

如图 5（a）和图 5（b）所示，STA/LTA 的算法分别选择的是递归法和标准法，递归法选择的是式（6）、式

（7），特征函数选择的是式（5），短时窗的时长为 4 s，长时窗的时长为 20.48 s，阈值设定为 3，时间窗长为

20.48 s。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发现，地脉动的三分量中的垂直分量受脉冲影响较大，在施加 STA/LTA 算法

的计算过程中，以垂直分量作为计算的首选计算样本，截取出数据窗之后再检验水平分量的 R 值是否超过

阈值，若超过阈值则将该数据窗舍去，反之没有超过则进行下一步的计算。为了减小之后对地脉动数据分
析处理的误差，相邻的时间窗设定重合 50%，对比 2 种方法，结果表明：采用递归法，对干扰信号的识别的灵
敏度较高，而传统的标准法，对干扰信号计算 R 值有一定的平滑作用，灵敏度较低。

如图 5（a）、
（c）和（d）所示，探究特征函数的选取对 STA/LTA 算法的影响。特征函数分别选择的是式

（5）、式（2）和式（3），STA/LTA 计算方法选择递归法，其他参数都设置一样的，短时窗的时长为 4 s，长时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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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为 20.48 s，阈值设定为 3，时间窗长为 20.48 s，相邻的时间窗重合 50%；对比 3 种不同特征函数，如图 5 中
的相同段 e 与 f 段，结果表明：特征函数选择平方法和高淑芳提出的改进法，对于干扰信号识别的灵敏度较
高，而采用绝对值法的对干扰信号的识别较差。其中原因可能是地脉动的幅值较小，利用绝对值法计算出
的特征函数，对 R 值的计算结果的放大作用不明显。

Fig. 5

3.2.2

图5

不同特征函数选取对时间窗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selection on time window

不同参数选取对算法的影响
如图 5（e）～（h）所示，探究短时窗和长时窗的时长选取值对 STA/LTA 算法结果的影响。其中计算方法
选择递归法，特征函数选择的是式（5），短时窗的时长分别选取了 2、4、8 s，长时窗的时长为 10.24、20.48、
20.72 s，阈值仍然设定为 3，时间窗时长为 20.48 s，相邻的时间窗重合 50%。经过对比，如图 6 中的 g 与 g′段，
结果表明：随着短时窗的时长的增加，STA/LTA 算法对干扰识别的灵敏度是降低，而长时窗的时长变化对识
别信号的灵敏度影响较小，尤其是持续信号干扰段，算法的识别能力较差，可以通过减小短时窗时长或适当
增大长时窗时长的方法提高精度。
文中没有讨论反 STA/LTA 算法的阈值（THR）设定的问题，
本篇文章中提及的所有对比试验阈值都取值 3。
其主要原因是：在地脉动分析数据时施加反 STA/LTA 算法的主要目的是对时程曲线进行快速切片提取、过
滤干扰信号，以便于下一步的数据分析处理。在实际分析地脉动数据的工作时，由于地脉动是幅值比较小
的是平稳信号，而干扰信号多为脉冲信号，易于判断出干扰信号，从而可根据时程曲线图来初步判断出阈
值，并调整阈值的取值。
利用本文的结论，对地脉动采集数据施加反 STA/LTA 算法快速提取出有效信号段，进而利用单点谱比
法求取场地的卓越频率。单点谱比法也称为 H/V 谱比法，是日本学者 Nakamura［18］提出的一种场地周期计算
的方法，在文献［17］中对单点谱比法的计算也有探讨，文中不再赘述。将提取出来的时间窗分别计算 H/V
谱，
并计算其平均值和标准差，
最终求得卓越频率。由于篇幅有限文中只给出了测点 M1 的结果，
如图 7 所示。
由于干扰信号都为脉冲信号，
低频成分丰富，
相比于施加反 STA/LTA 算法之后的结果，
卓越频率略有减小。
对松原地区采集的 108 条地脉动数据记录施加反 STA/LTA 算法，参数设置为：STA 分别为 1 s 和 2 s，LTA
为 20.48 s，R 分别设置为 1.5 和 2.5。如图 8 所示，第 1 组（STA=1 s，LTA=20.48 s，R=1.5）的灵敏度较高，提取有
效时窗个数平均值在 10 个；第 2 组（STA=1 s，LTA=20.48 s，R=2.5），提取的有效时窗个数平均值在 15 个；第 3
组（STA=2 s，LTA=20.48 s，R=2.5），提取的有效时窗个数平均值在 20 个。经过对比分析，结果表明：
（1）当短
时窗时长较小，施加反 STA/LTA 算法敏灵度较高，提取时窗个数较少；
（2）当提取有效时窗个数小于 10 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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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到的场地卓越频率有减小的趋势；
（3）也存在当提取有效时窗个数达到 15 个时，计算得到的场地卓越
频率呈现稳定的趋势。

Fig. 6

图6

不同参数选取对的时间窗选择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arameter selection on time window selection

Fig. 7

Fig. 8

图7

H/V 谱比法结果对比

图8

H/V 谱比法结果对比

Comparison of results of H/V spectra

Comparison of results of H/V spec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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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文中以地脉动测试数据为研究对象，施加反 STA/LTA 算法，提取地脉动信号的平稳段。通过改变计算

方法、不同的特征函数和长短时窗的时长的选取，探究其对于地脉动测试数据分析的可行性。对 108 条地脉

动数据记录分析，得到了如下结论：
（1）反 STA/LTA 算法程序对地脉动测试数据的干扰信号，能够成功的识

别；
（2）使用递归法 STA/LTA，特征函数选用平方法和高淑芳提出的改进法灵敏度较高；
（3）短时窗的时长
对结果影响较大，而长时窗的时长取值对结果影响较小；
（4）利用算法提取的时窗数量越多，计算求得的卓
越频率越趋于稳定。因此，推荐使用递归 STA/LTA 法参数设置为：短时窗（STA）的时长设定为 1～2 s，长时
窗（LTA）的时长设定为 20.48 s，阈值（THR）设定为 2.5，对地脉动测试数据进行处理。

在地脉动数据的处理时，需要人工截取数据段进行分析，存在偶然性。文中主要的探讨问题是：如何规

范化处理地脉动数据。进而文中论证了将 STA/LTA 算法应用于地脉动数据处理的可行性，还要在今后的实

际工程应用中验证其适用性。对于干扰信号的有效识别取决于算法的灵敏度和阈值的设定值。特征函数
的选取也间接的影响算法的灵敏度，所以对特征函数的优化选取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同时在数据处理

过程中，当采集的地脉动数据如图 9 所示时，测试过程中一直有脉冲荷载干扰时，算法无法有效识别出有效
信号，只能通过增加短时窗时长或增大阈值。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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