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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快速准确地估算震级是地震预警成败的关键。初至地震波引起的地表变形可以反应出震级

的大小，然而目前的震级估算方法并没有充分利用地表变形的过程信息，震级估算效果仍有改进的空
间。为此，提出一种基于初始地表变形的累积绝对位移值（CAD）估算震级的方法。CAD 是对加速度

记录进行两次积分后，取绝对值求累积得到的。利用日本 KibanKyoshin Net（KiKNet）的大量地震记
录对 CAD 的震级估算效果进行验证，包括初至 3 s P 波时的震级估算和随初至地震波时长增加的震级

持续估算两种验证情况，并与当前普遍采用的峰值位移（Pd）方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在 2 种情况下，
CAD 与震级的相关性和估算震级的准确性均明显优于 Pd。实际震例也进一步验证了 CAD 实际应用
的可行性。在地震预警系统中，采用 CAD 代替 Pd 可以获得更好的震级估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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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itude estimation based on the cumulative absolute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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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ast and accurate magnitude estimation is the decisive factor in earthquake early warning （EEW）.
Ground deformation caused by the first arrival seismic wave can reflect magnitude，but current magnitude estima
tion methods do not take enough advantage of the deformation process，and the performance of magnitude estima
tion can still be improved. Therefore，a magnitude estimation method based on cumulative absolute displacement

（CAD）of initial ground deformation is proposed. CAD is obtained by the cumulation of absolute displacement calcu
lated by twice integrating accelerograms. A large number of seismic records of Japanese KibanKyoshin Net

（KiKNet）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magnitude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proposed CAD with that based on com
monly used peak displacement（Pd）. Magnitude estimation with initial 3 s Pwave and magnitude continuous estima
tion with increasing initial seismic wave were tested in the comparison. The comparis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e
lation between CAD and magnitude and the accuracy of magnitude estimation are both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Pd. The performance of CAD method is further verified by a real earthquake event. In EEW system，using
CAD instead of Pd can achieve better magnitude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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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震是一种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具有极大破坏力，当前科技无法准确地预测地震的发生，而地震预警
（EEW）系统被认为是一种减轻地震灾害的有效的方法［1－2］。目前，世界上已有多个国家已经或正在建立地
震预警系统，如日本［3］，美国［4］，墨西哥［5］，土耳其［6］，罗马尼亚［7］，意大利［8］，中国［9］等。地震预警系统是在地
震发生后，利用先到达的 P 波确定地震信息，在破坏性 S 波到达前几秒至数十秒向目标区域发出警报，使其

能够采取紧急措施，尽量减少地震破坏。震级作为反映地震大小的地震学基本参数，也是关键的地震预警
信息，地震预警系统能否快速准确地估算震级是其成败的关键。

地震预警中的震级估算，主要是通过初至 P 波的预警参数与震级的经验关系来实现的。目前，被广泛研

究和应用的预警参数，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与周期有关的参数，这类参数是根据震级越大地震波的周期
越长提出的，主要有最大卓越周期 τpmax［10］、平均卓越周期 τc［11］、平均对数周期 τlog［12］和基于小波变化的周期

λlog［13］等。另一类是与地震波波形幅值有关的参数，这类参数主要依据震级越大相同震源距测点的地表变形

越大，以 Wu 和 Zhao［14］提出的位移幅值 Pd 的应用和研究最为广泛。还有一类是与地震辐射能量有关的参数，
其依据是震级越大地震辐射能量越大，通过对地震波进行积分（求和）来近似求得地震辐射能量，主要有速

度平方积分 IV2［15］和累积绝对速度值 CAV［16］。这三类预警参数都从不同方面代表了初至 P 波中与震级相关

的信息，与震级相关性越高的预警参数，越有利于震级的估算。为了从前述各预警参数中寻找估算震级准
确性最好的参数，多位学者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 Pd 参数与震级有最好的相关性，估算震级的准确性最
高［17－22］。此外，多个已建地震预警系统的震级估算方法也主要采用 Pd 估算震级，例如中国的台湾［23］和福

建［24］，日本［25］，美国［26］和伊朗［27］。然而，从信息量上看，Pd 参数仅保留了初至 P 波的最大变形，舍弃了初至 P
波中与断层破裂过程有关的变形过程信息，并不利于震级的估算，仍有改进的空间。

为了更充分利用初至 P 波中与震级相关的信息，提高估算震级的准确性，本文提出利用累积绝对位移值

（CAD）参数来估算震级。为验证 CAD 参数的震级估算效果，利用大量的日本强震记录（28018 条竖向记录）
的初至 3 s ～ 6 s 地震波，分析 CAD 参数与震级的相关性，以及 CAD 参数估算震级的误差，并与 Pd 参数进行对
比。结果表明，CAD 参数估算震级的准确性高于 Pd 参数。

1

数据选择及处理
日本 KibanKyoshin Net（KiKNet）台网记录的大量历史强震数据，被广泛应用于地震领域的各项研究。

为保证数据规模，从数据库中下载了 1997 年到 2019 年的地表地震强震记录，并参考相关研究和地震预警系

统的特点，按条件筛选强震记录：震级≥4 级［20］，这里的震级为日本气象厅（JMA）给出的震级，该震级在 4～8
级范围内与 Ms 震级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28］；震源距范围 25 km～200 km，保证地震记录至少有 3 s P 波且尽

Fig. 1

图1

地震记录数量随震源距和震级的分布

Distribution of seismic record number with source distance and magn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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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包含近海地震事件；信噪比（SNR）大于 10 dB，减小噪声对震级估算的影响［12，29］；三分向合成加速度的峰

值大于 2 Gal［30］。此外，为保证数据质量和使用，对下载的记录进行了常规处理：检查记录的基线并进行校
正；采样频率统一为 100 Hz；自动捡拾 P 波到时并人工校验。经过数据筛选和处理后，共获得 28 018 条竖向

地震加速度记录，作为验证和对比的数据集，涉及 3 519 次 4～9 级地震事件，不同记录数量随震源距和震级
的分布如图 1 所示。

2

累积绝对位移值估算震级方法

2.1

预警参数 CAD

地表的变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地震的大小，预警参数 Pd 是 P 波到达后几秒内位移的最大幅值，早在

Wu 等［14］就通过研究发现当震源距已知时，可以通过 Pd 建立估算震级的经验公式。此后，多数研究也表明 Pd
估算震级的准确性要比其他参数好得多［17－22］，也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已建地震预警系统中［23－27］。然而，Pd 参
数仅能代表最大变形与震级的关系，并不能反映出变形过程（断层破裂过程）与震级的相关性，为此，本文提

出累积绝对位移值 CAD，CAD 与 Pd 参数相比，既包含了 Pd 参数所代表的最大变形信息，也包含了变形的过程
信息，具有更多的与震级相关的信息。

在利用强震记录计算 CAD 时，需要对加速度记录进行 2 次积分得到位移记录，再累积取绝对值的位移记

录，CAD 的计算公式如式（1）：

|
CAD = ∑|
|

∫ ∫ a ( t ) dtdt ||
T

T

0

0

|

（1）

式中，a（t）代表 t 时刻加速度（Gal），T 代表了初至地震波的时长（s）。在 CAD 的计算过程中，为避免积分计算
引入长周期误差，
采用与 Pd 参数计算过程中相同的数据处理方法［12］，
即在每次积分后对记录进行 0.075 Hz 的高
通滤波（2 阶 Butterworth）。
2.2

估算震级

震级的估算是通过建立 CAD、震源距和震级的经验公式来实现的，经验公式的形式与 Pd 是相同的，如公

式（2）所示：

log 10 ( Para ) = a × M + b × log ( R ) + c

（2）

式中，Para 是预警参数（CAD 或 Pd）；M 是震级；R 是震源距；a，b，c 是待定的回归系数。回归系数是通过大量

地震记录的回归分析得到，在利用不同时长初至地震波估算震级时，需要采用相应时长初至地震波的回归
系数。

3

计算结果

3.1

初至 3 s 时 P 波的震级估算

地震预警系统属于秒级数据处理和信息发布系统，在 P 波震相到达后，越快速地给出具有一定准确性的

震级，就可以争取到越多的预警时间。多数研究结果表明［11－12，14，31］，采用初至 3 s P 波估算的震级较好地兼

顾了地震预警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可以用于发布预警信息。因此，提高初至 3 s P 波时估算震级的准确性尤
为重要。利用前述历史地震记录数据集的初至 3 s P 波回归分析公式（2），分别得到 CAD 和 Pd 与震级、震源距

的经验公式（3）和（4）。为便于图形展示和分析震级与 CAD、Pd 的相关性，利用震源距将 CAD、Pd 归一化到震
源距 10 km 处［32］，震源距归一化后，Pd 用 Pd10 表示，CAD 用 CAD10 表示。由图 2 可以看出，取对数后的 CAD10 和

Pd10 均与震级呈现出了较好的线性关系，与震级的相关系数 CAD10 略高于 Pd10（CAD10 为 0.80 和 Pd10 为 0.76）；
CAD10 和 Pd10 与震级的线性关系在不同的震级范围内存在差异，对于约 6.5 级以上地震事件，CAD10 和 Pd10 总体
上随着震级的增大而减小，特别是 7 级以上地震尤为明显，表现出了饱和的情况，这与多数学者所发现的“震
级饱和”问题是一致的［11，14，22，32］。

lg ( CAD ) = 0.656 3M - 0.679 9 lg ( R ) - 2.430 8
lg ( P d ) = 0.586 5 M - 0.733 7 lg ( R ) - 3.890 6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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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每一个点代表一条地震记录的预警参数（CAD10 和 Pd10）取对数，实线代表震级和预警参数
回归关系拟合直线，r 为相关系数。

Fig. 2

图2

CAD10 、
Pd10 与震级的相关性

Relationship between CAD10、Pd10 and magnitude

利用式（3）和式（4）估算震级，对比 CAD 和 Pd 估算震级的效果。图 3 为真实震级与估算震级的误差分

布：由图可以看出用 CAD 估算震级的误差的离散性略小，且误差标准差更小（CAD 为 0.58，Pd 为 0.66）；CAD 和

Pd 估算震级的误差分布在不同震级范围内是不一致的，对于 6.5 级以上地震事件，也表现出了图 2 中的“震级
饱和”的问题。

注：图中的每一个点代表一条地震记录真实与估算震级的误差，实线代表各估算的正负误差标准差。
std 为误差标准差值。

Fig. 3

图3

估算震级的误差分布

Estimated magnitude error distribution

为了更直观的展现 CAD 和 Pd 估算震级的误差分布情况，作震级误差分布直方图（图 4）。由图明显看出

CAD 和 Pd 估算的震级误差极少数分布在±1 个震级范围外，少部分分布在（0.5，1）和（-1，-0.5）震级范围之
内，大多数分布在［-0.5，0.5］震级范围内，且在［-0.5，0.5］震级范围内 CAD 的占比（误差在震级范围内的记录
数量/总记录数量*100%）约是 Pd 的 1.2 倍（CAD 为 63%，Pd 为 55%）。

进一步对比 CAD 和 Pd 估算震级误差随震级的变化，图 5 为平均绝对误差随震级的变化情况：可明显看

出，两参数的平均绝对误差均随震级的增大而增大，CAD 在［4，6］级范围内估算震级的平均绝对误差明显小
于 Pd，在 6 级以上时估算震级的平均绝对误差与 Pd 差别很小。值得注意的是，7.3 级以上地震 CAD 和 Pd 估算
震级的平均绝对误差过大，超过了 1 个震级误差。

第2期

图4

图5

震级误差分布（百分数为占比）

Fig. 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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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itude error distribution

Fig. 5

平均绝对误差
Mean absolute error

在不同时长初至地震波时的震级持续估算
考虑到地震预警中的震级估算是随着初至地震波时长的增加而不断更新的过程，一般来说地震波时长

越长越有利于震级估算的准确性。在前述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加初至地震波时长检验 CAD 方法和
Pd 方法的持续震级估算效果。利用 P 波到达后的 4 s、5 s 和 6 s 地震波求得参数 CAD 和 Pd，通过最小二乘回归
分析式（2），分别得到 CAD 和 Pd 与震级的经验公式并估算震级，其回归系数如表 1 所示。
Table 1

表1

经验公式的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empirical formulas

时长/s

预警参数

a

b

c

4

CAD

0.703 4

-0.801 4

-2.290 0

5

CAD

0.726 9

-0.923 0

-2.072 2

6

CAD

0.637 0

Pd

0.667 9

Pd

0.746 3
0.688 7

Pd

-0.876 2

-3.826 9

-1.027 6

-3.654 6

-1.041 9

-1.827 7

-1.183 4

-3.422 6

为了分析参数 CAD 和 Pd 与震级的相关程度和估算震级误差的离散程度，作相关系数图和误差标准差图

进行对比（图 6）。图 6（a）表示震源距归一化后的 CAD 和 Pd 分别与震级的相关系数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从图

中可以看出，两参数的相关系数均随地震波时长的增加而有所提高，而 CAD10 与震级的相关系数整体上明显
高于 Pd10，且 CAD10 在 3 s、4 s、5 s 和 6 s 时与震级的相关系数都达到 0.8 以上，呈高度相关。图 6（b）表示 CAD 和

Pd 估算震级的误差标准差随时间的变化情况：由图可看出，两者估算震级的误差标准差均随地震波时长的
增加而降低，CAD 的误差标准差明显小于 Pd；总体来看，CAD10 与震级的相关系数始终大于 Pd10，CAD 估算震
级的误差标准差始终小于 Pd。

（a）

Fig. 6

图6

（b）

相关系数和误差标准差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error standard 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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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讨论 CAD 和 Pd 估算震级的误差分布情况。图 7 给出了 P 波到达 4 s、5 s 和 6 s 时，CAD 和 Pd 估算震

级误差的条形分布情况：由图可以明显看出，不同时长下，CAD 和 Pd 估算的震级误差少部分分布在（0.5，1）
和（-1，-0.5）震级范围之间，大多数分布在［-0.5，0.5］震级范围内；在［-0.5，0.5］震级范围内，CAD 和 Pd 的占
比随着地震波时长的增加而增加，CAD 的占比始终是 Pd 的 1.1 倍。

图7

Fig. 7

初至 4 s～6 s 地震波估算震级的误差分布（百分数为占比）

Error distribution of estimated magnitude using initial 4 s～6 s wave

进一步分析不同震级下持续估算震级的准确性。图 8 代表 P 波初至 4 s，5 s 和 6 s 时，CAD 和 Pd 估算震级

的平均绝对误差随震级的变化情况，由于大震饱和使 7.3 级以上的估算出现明显的震级低估，平均绝对误差

相比其他震级来说过大，不进行分析对比，故只选取 7.3 级以下的地震数据研究。由图 8 可看出：在同一时

刻，CAD 与 Pd 的平均绝对误差都随震级的增大而增加；不同时刻间，二者的平均绝对误差都随地震波时长增
加而减小；初至地震波时长 4 s 时，CAD 在［4-6］级范围内估算震级的平均绝对误差要明显比 Pd 更小，6 级以

上两者的平均绝对误差相差不大；初至地震波时长 5 s 和 6 s 时，CAD 在［4-6.3］级范围内估算震级的平均绝
对误差要明显比 Pd 更小，6.3 级以上两者的平均绝对误差相差不大。

Fig. 8

图8

初至 4 s ~ 6 s 地震波估算震级的平均绝对误差

Mean absolute error of estimated magnitude using initial 4 s～6 s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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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例测试
以 2019 年 6 月 18 日日本新潟发生的 6.7 级地震为实例，评估 CAD 的震级估算效果。该地震为日本近海

海域典型地震，震级为 6.7 级，震中位置（38.6°N，139.5°E），震源深度为 14 km。地震造成了房屋破坏、列车停
车、公路塌陷、滑坡、液化等问题。地震发生时，日本 JMA 向公众发布了地震预警信息［33］。图 9 为最先触发

4 个 KiK-net 地表监测台站的 CAD 和 Pd 持续估算震级的结果（首个监测台站 YMTH13 的 P 波到时记为横轴

0 s），每个台站都在 P 波到达后 3 s，开始以 1 s 间隔持续估算震级，当初至地震波时长为 6 s 时停止估算震级。
由图 9 可以明显看出，随着地震时间的增长，CAD 和 Pd 估算的震级整体呈上升趋势；4 个台站中 CAD 估算震

级的最大偏差为+0.7 个单位震级，Pd 估算震级的最大偏差为+1.0 个单位震级，且 CAD 估算震级的离散性比 Pd
更小。

Fig. 9

图9

持续估算震级

Continuous magnitude estimation

进一步利用 JMA 公布的地震预警信息对比分析震级估算效果。鉴于 JMA 在首个监测台站 P 波到时后

的 5.2 s，7.3 s，8.0 s，9.0 s 和 9.9 s 持续更新了地震预警信息，取 CAD 和 Pd 在首个监测台站 P 波到达后 5.0 s -

10.0 s 时，各台站估算震级的平均值作为最终估算震级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如图 10 所示（首个监测台站的 P
波到时记为横轴 0 s）。从图 10 中可以看出，在 5 s，7 s 和 8 s 时（6 s 时，JMA 未给出预警信息），CAD 估算的震

级与真实震级最为接近，其次是 Pd 方法，JMA 估算的震级偏小了约 0.6 个震级；在 9 s 和 10 s 时，JMA 估算震
级偏高了约 0.2 个震级，CAD 偏高了 0.4 个震级，Pd 偏高了 0.5 个震级。需要注意的是，CAD 和 Pd 仅利用了

KiKnet 的 4 个地表台站的数据估算震级，而 JMA 利用更多监测台站（如 KiKnet 井下台站、Knet 台站、Hinet
台站等）的数据估算震级。总的来看，CAD 在本次地震中估算震级的偏差是小于 JMA 和 Pd 的估算结果的。

Fig. 10

图 10

持续估算震级平均值

The average of estimated magn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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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为提高地震预警中震级估算的准确性，提出了一种新的震级估算方法，即利用初至地震波的 CAD 建

立震级的经验公式。CAD 的计算过程是，通过对加速度记录进行两次积分得到位移记录，再对位移记录取
绝对值后求累积。在这个过程中，CAD 利用了初至地震波引起的地表变形的所有信息，间接地包含了断层
的初始破裂过程信息。相比于广泛使用的 Pd 参数（仅利用地表最大变形信息），CAD 在理论上可以保留更多
与震级估算相关的信息。

（2）利用日本 KiKNet 数据库中 28018 条地表强震观测记录（震级范围 4～9 级）对 CAD 估算震级效果

进行了验证，并与当前普遍采用的 Pd 方法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对于 4～7.3 级地震，初至地震波时长为

3 s～6 s 时，CAD 估算震级的效果随着地震波时长的增加不断改善，并且与震级的相关性比 Pd 大，估算震级
的误差标准差比 Pd 小，估算震级误差在［-0.5，0.5］震级范围内的占比是 Pd 的 1.1～1.2 倍。这证明了，利用变

形过程信息的 CAD 比仅利用最大变形信息的 Pd 更有利于震级的估算，CAD 可以为地震预警系统提供更准确
的震级估算。

（3）在日本近海 6.7 级典型地震事件的测试中，CAD 估算震级的偏差总体上是小于 JMA 和 Pd 的估算结

果，这表明 CAD 用于实际地震预警系统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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