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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丛，蒋长胜，尹凤玲等．２０２１．基于数据驱动的时间序列犫值计算新方法（ＴｂＤＤ）：以２０２１年云南漾濞犕Ｓ６．４地震序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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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６３１３４，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２１Ｐ０３８５．

基于数据驱动的时间序列犫值计算新方法（犜犫犇犇）：

以２０２１年云南漾濞犕犛６．４地震序列为例

姜丛１，蒋长胜１，尹凤玲１，张延保１，毕金孟２，龙锋３，司政亚４，尹欣欣１，５

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２天津市地震局，天津　３００２０１

３四川省地震局，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４北京市地震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０

５甘肃省地震局，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　时间序列的犫值在天然地震和工业开采诱发地震的危险性分析中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但长期以来受到计

算规则设置的人为主观性、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和时序对突变识别精度不高等问题影响，制约了不同结果的可比较

性和共识性科学认识的提炼．本文借鉴基于数据驱动（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的地震活动参数计算思路，采用连续函数形式的

ＯＫ１９９３模型、时间轴随机段落划分、贝叶斯信息准则模型选择等技术环节，构建了基于数据驱动的时间序列犫值

计算新方法ＴｂＤＤ．利用合成地震目录的理论测试，并分别与固定地震数目的窗长和步长、固定地震数目的步长和

累积窗长等传统的固定窗口法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ＴｂＤＤ方法可较好地还原合成地震目录的犫０ 值输入参

数，在计算规则设置的客观性和对犫值突变过程的准确识别上具有明显优势．此外，我们还对新近发生的２０２１年５

月２１日云南漾濞犕Ｓ６．４地震序列进行了实际案例应用．结果显示，此次序列的犫值在犕Ｓ６．４主震前为０．７左右、

震前２０ｈ出现了约０．１幅度的下降，表明在序列发生前震区的差应力水平较高．而犫值在犕Ｓ６．４主震发生后起伏明

显、逐渐增加至０．８左右，这一现象可能与震区在主震后早期较为剧烈的应力调整有关．进一步针对随机模型的数量

以及时间轴的随机段落划分设置对ＴｂＤＤ方法犫值计算结果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测试，发现犫值受随机模型数量影响

较小、具备较强的稳定性，时间轴的随机段落划分设置可影响犫值时序微观起伏变化的识别．本文发展的ＴｂＤＤ方法

在对时间序列犫值计算的准确性、余震趋势跟踪的高精度要求，以及工业开采诱发地震风险管控等领域有较好的应用

潜力，所获得的２０２１年云南漾濞犕Ｓ６．４地震序列的犫值计算结果也对理解此次地震序列的孕育过程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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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ｓｕｃｈａｓ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ｔｒｅｎｄｔｒａｃｋ，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ｔｈｅ犫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ｉ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犕Ｓ６．４Ｙａｎｇｂｉ，Ｙｕｎｎ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２０２１ｉｓ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Ｋ１９９３ｍｏｄｅｌ；Ｔｉ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犫ｖａｌｕｅ

０　引言

描述地震震级频度分布（ＦＭＤ）的古登堡里克

特（ＧＲ）关系中的犫值，被证实与地壳中的差应力

负相关（Ｗｙｓｓ，１９７３；Ｍｏｒｉａｎｄ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ｉｅ，１９９７；

Ｔｏｄ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８），使其成为间接反映地震孕育发

生时空物理过程的重要参量，因此在地震危险性分

析、地震工程和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除

了在地表二维平面、考虑深度的三维空间、时空间

研究犫值的非均质性分布和演化规律外（Ｗｉｅｍｅｒ

ａｎｄＷｙｓｓ，１９９７；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ａｎｄＷｉｅｍｅｒ，２００５；

Ｍｕｒｒ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１），犫值在地

震时间序列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这是由

７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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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震／余震被限制在与主震破裂尺度相关的震区

内，干热岩和页岩气开发等新型工业活动以及深部

矿山开采等引起的诱发地震活动也被局限在注采区

较小空间范围内集中发生，因此可简化为只需要考

虑时间序列犫值变化，这极大降低了研究的复杂性．

目前时间序列犫值已在诱发地震的最大震级犕ｍａｘ

估计（Ｈａｌｌ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ＶａｎＤｅｒＥｌｓ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前瞻型预测的风险管控“交通灯系统”的构建（Ａｄ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以及天然地震的前震与主震识别

（ＶａｎＤｅｒＥｌｓｔ，２０２１）、强震前的前兆性变化（史海

霞等，２０１８；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后续强余震的风险

分级（ＧｕｌｉａａｎｄＷｉｅｍｅｒ，２０１９）等多场景应用中发

挥关键作用．

但时间序列犫值的计算始终面临多方面的挑

战，包括传统采用的固定地震数目和时间长度的固

定窗口法（Ｈｕｔ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Ｏｇａｔａ，２０１１）在计

算规则设置上过强的人为主观性，以及由于地震序

列在时间上的丛集性和稀疏性造成对犫值的突变难

于准确识别，都使得时间序列犫值的计算以及对震

例的解释存在较多争议（ＫａｍｅｒａｎｄＨｉｅｍｅｒ，２０１３）．

针对上述问题，Ｆｉｅｄｌｅｒ等（２０１８）发展了一种利用贝

叶斯因子来选择模型并识别时间序列犫值突跳点的

方法，但在震级频度关系上仍选用了ＧＲ关系．针对

主震后大量余震缺失造成的完备震级以上可使用地

震数目过少的问题，ＶａｎＤｅｒＥｌｓｔ（２０２１）发展了称为

“犫ｐｏｓｉｔｉｖｅ”的时间序列犫值计算方法，用连续地震之

间震级差的正子集来估算犫值并规避了此问题．然而

这些计算方法尚且不能将两类问题同时解决，想要得

到广泛的认可仍有待更多的震例验证和方法改进．

近年来数据驱动研究快速兴起，其核心思想是

利用大规模的随机建模和模型优选，获得无参数的

客观估算结果．将数据驱动技术引入地震活动参数

计算的研究也已逐步开始．例如 Ｋａｍｅｒ和 Ｈｉｅｍｅｒ

（２０１５）利用数据驱动技术和ＧＲ关系估算了美国

加州地区的犫值空间分布，Ｓ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等（２０１３）利

用数据属性推断模型参数的空间分布信息，Ｎａｎｄａｎ

等（２０１７）发展了基于数据驱动的时空传染型余震序

列（ＥＴＡＳ）模型参数估算方法，Ｓｉ和Ｊｉａｎｇ（２０１９）、

Ｊｉａｎｇ等（２０２１）发展了基于数据驱动和ＯＫ１９９３模

型的犫值空间和时空分布计算方法．对比上述方法

研究，时间序列犫值的计算能否也引入数据驱动技

术，并同时解决前述两个瓶颈问题呢？为此我们做了

方法研究，在本文中发展了“基于数据驱动的时间序

列犫值计算”（文中简称ＴｂＤＤ）方法，并进行了合成地

震目录的理论测试，以及应用于刚刚发生的２０２１年５

月２１日云南漾濞犕Ｓ６．４地震序列中．本文的ＴｂＤＤ

方法研究以及实际应用，试图对科学认识２０２１年云

南漾濞犕Ｓ６．４地震序列的活动规律、震区应力状态，

以及在其他地震序列的危险性分析、工业开采诱发地

震的地震灾害风险管控提供科学分析方法．

１　基于数据驱动的时间序列犫值计算

本文提出的ＴｂＤＤ方法的构建，包括震级频度

分布函数的选择、时间轴的随机段落划分、最佳模型

选择三个主要步骤．

步骤一：震级频度分布函数的选择．为科学描

述震级频度分布，尤其是为充分利用记录不完整

的、数量较大的小震级地震事件（Ｉｗａｔａ，２０１３；Ｏｍ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目前国际上广泛采用 Ｏｇａｔａ和 Ｋａｔｓｕｒａ

（１９９３）给出的连续分布函数（简称 ＯＫ１９９３模型）．

ＯＫ１９９３模型是在通常意义上的幂指数函数的震

级频度分布λ０（犿）基础上，叠加了地震事件的检测

率函数狇（犿），从而给出包括未被完整检测的小震级

事件的震级频度分布模型的一般表达式：

λ（犿狘β）＝ｅｘｐ（－β犿）狇（犿）， （１）

式中的ｅｘｐ（－β犿）即为幂指数函数的ＦＭＤ，犿为地

震事件的震级，幂指数β与犫 值之间为线性关系

β＝犫ｌｎ１０，因此获得β的估计值后即可直接折算犫

值．检测率函数狇（犿）是取值在［０，１］范围的正态累

积分布函数，其表达式为：

狇（犿狘μ，σ）＝
１

２πσ槡
２∫

犕

－!

ｅ
－
（狓－μ）

２

２σ
２ ｄ狓， （２）

式中的犕 是计算所用地震目录的最大震级．参数μ

是指检测率为５０％时的震级，σ表示相应的震级范

围，两个参量一般可结合起来共同描述地震台网记

录地震的完备程度．Ｉｗａｔａ（２０１３）研究认为，由于

ＯＫ１９９３模型是连续、渐变的非线性函数，可分别用

９８％置信水平下完整记录的μ＋２σ或者在９９．９％

置信水平下完整记录的μ＋３σ来近似描述最小完整

性震级犕Ｃ．

根据公式（１）和（２）可得到实际观测地震的概率

密度函数，表示为：

犘（犿狘β，μ，σ）＝
ｅ－β犿狇（犿狘μ，σ）

∫
＋!

－!

ｅ－β犿狇（犿狘μ，σ）ｄ犿

＝ｅ
－β犿狇（犿狘μ，σ）／ｅ

（－βμ＋β
２
σ
２／２）／β

＝βｅ
－β（犿－μ）－β

２
σ
２／２
狇（犿狘μ，σ）．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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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组实际观测地震事件 ｛犿１，犿２，…，犿狀｝，

Ｏｇａｔａ和 Ｋａｔｓｕｒａ（１９９３）给出了公式（３）对应的

ＯＫ１９９３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

　　ｌｎ犔（θ）＝狀ｌｎβ－∑
狀

犻＝１

［β犿犻－ｌｎ狇（犿犻狘μ，σ）］

＋狀βμ－
狀
２β

２
σ
２． （４）

可利用最大似然法对（４）式的对数似然函数进行拟

合，获得ＯＫ１９９３模型的三个参数［β，μ，σ］．

步骤二：时间轴的随机段落划分．数据驱动技术

思路实现的关键之一是构建大量的随机“模型”．所

谓的模型是指对研究的时空间进行随机剖分，每一

种划分方案被称为一个模型，这些模型将为后续的

计算和最优模型的选择创造条件．在二维空间／时

空间、三维空间的随机剖分上，常采用Ｖｏｒｏｎｏｉ网格

剖分方法自动生成随机网格，例如政治投票分区和

预测（Ｓｖｅｃ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物流匹配和最优运输

（Ｒｕｂ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等数据驱动技术思路的实

现．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时间序列，因此在模型构

建上需要对时间轴上的起始时间狋０ 与终止时间狋１

之间的［狋０，狋１］时段进行随机的段落切分．

具体操作步骤为：（１）利用随机数发生器在［狋０，

狋１］时段生成随机时间节点犜＝｛犜１，犜２，…，犜狀｝，狀

为时间节点的个数，由此将［狋０，狋１］时段切分为时段

犛＝｛犛１，犛２，…，犛狀＋１｝并构成了一个模型；（２）大量重

复上述随机过程狑次，获得时间轴上的狑组划分方

案｛犘犻，犻＝１，２，…，狑｝，也即狑个模型；（３）对每一个

模型（每一组划分方案）的时段犛＝｛犛１，犛２，…，

犛狀＋１｝，可对落入每个时段内的地震事件求取ＯＫ１９９３

模型参数［β，μ，σ］，涉及的计算量为狑×（狀＋１）次．

步骤三：最佳模型选择．最终的参数计算是通过

模型选择来实现的．这是按照某种惩罚函数来约束

和选择一些最优模型．在地震活动参数的模型选择

中，Ｋａｍｅｒ和 Ｈｉｅｍｅｒ（２０１５）、Ｎａｎｄａｎ等（２０１７）、Ｓｉ

和Ｊｉａｎｇ（２０１９）均采用贝叶斯信息准则（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简称ＢＩＣ）（Ｓｃｈｗａｒｚ，１９７８）来

实现，本文也同样采用ＢＩＣ进行最优化模型选择．

ＢＩＣ值由公式（４）的对数似然函数ｌｎ犔（θ），以及模

型的自由度犽、为计算使用的地震事件数目犖 计算

获得：

ＢＩＣ＝－ｌｎ犔（θ）＋
犽
２
ｌｎ犖． （５）

　　由于每个模型的每个时段的划分是由起点时刻

和终点时刻唯一决定，因此每个时段的参数由起点

时刻、终点时刻、时段内的ＯＫ１９９３模型参数［β，μ，σ］

组成，公式（５）涉及到的每个模型的整体自由度为

犽＝５×（狀＋１）．此外，每一个模型的ＢＩＣ值是对所

有时段内计算结果的求和 Ｓｕｍ（ＢＩＣ１，ＢＩＣ２，…，

ＢＩＣ狀＋１）．

最佳模型是在狑 个模型中选择一定比例的、

ＢＩＣ值最低的部分模型，例如通常选择模型数量的

５％或１０％，一些研究也认为具体的数量选择对最

终结果影响不大（ＳｉａｎｄＪｉａｎｇ，２０１９）．最终的参数

值是对这些最佳模型的参数值在时间轴上计算的集

合中值，用相应的绝对中位差（ＭＡＤ），即四分位距

的一半来表示结果的不确定度．

２　方法的理论测试

２．１　合成地震目录的生成

为验证ＴｂＤＤ方法对时间序列犫值计算的有效

性，需要进行方法的理论测试，即构建合成地震目录

并测试计算结果对输入参数的还原程度．为接近真

实地模拟地震活动，在合成地震目录时设定了与后

续的实际地震观测数据计算的２０２１年云南漾濞

犕Ｓ６．４地震序列一致的时间范围、接近的生成地震

数量，也对震级频度分布采用ＯＫ１９９３模型的概率

密度函数．

本文在起始时间狋０＝２０２１０５１８０８∶００∶００，终

止时间狋１＝２０２１０５２６１５∶３０∶００的时段内生成合

成地震目录．按照时长狋１－狋０ 的５／１２、３／１２、４／１２比

例顺次分成三个时段、设定不同的ＯＫ１９９３模型合

成地震目录输入参数，其中令三个时段均使用μ＝

０．８０００和σ＝０．２０００，而β值则分别为０．６０、０．８５、

０．５０．分别利用公式（３）的概率密度函数在每个时段

生成１０００个地震事件，震级范围为０～６．４．由于生

成的是有限数量的随机地震事件，对其再次进行

ＯＫ１９９３模型拟合时获得的参数往往与合成地震目

录输入参数存在偏差，例如本研究中的三组参数分

别为β＝１．４１２５、μ＝０．８１８６、σ＝０．２０８１，β＝２．０４０４、

μ＝０．７９２４、σ＝０．２０７６以及β＝１．１０９５、μ＝０．８１３８、

σ＝０．２０５９，我们将这些新生成的合成地震目录参数

作为后续比较和评判的参考值．上述获得的随机地

震事件的ＦＭＤ和 ＯＫ１９９３模型参数拟合值如图

１ａ—ｃ所示，震级时间分布（犕狋）如图１ｄ所示，相应

三个时段的犫０ 值分别为０．６１３４、０．８８６１和０．４８１８．

２．２　理论测试结果

对生成的狋０＝２０２１０５１８０８∶００∶００至狋１＝２０２１

９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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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对ＴｂＤＤ方法测试的理论地震目录

（ａ）—（ｃ）理论地震目录的ＦＭＤ以及ＯＫ１９９３模型拟合结果．三个子图分别对应假设时段２０２１０５１８０８∶００∶００—０５２６１５∶３０∶００的前５／

１２、中间３／１２、后４／１２，均为１０００个随机生成事件．菱形为理论地震目录的ＦＭＤ，实曲线为ＯＫ１９９３模型拟合结果，理论地震目录生成后的

实际参数β、μ和σ分别被标注在各子图上；（ｄ）理论地震目录的震级时间分布（犕狋）．圆点为生成的地震事件，颜色与图（ａ）—（ｃ）中相应时段

的ＯＫ１９９３模型拟合曲线的颜色相一致，蓝色虚线为三个时段对应的犫值、与图（ａ）—（ｃ）的β／ｌｏｇ１０相一致．

Ｆｉｇ．１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ｓｆｏｒ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ｂＤＤｍｅｔｈｏｄ

（ａ）—（ｃ）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ＭＤ）ｏｆ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ａｔａｌｏｇ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Ｋ１９９３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ｓｕｂｇｒａｐｈ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５／１２，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３／１２，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ｓｔ４／１２ｏｆｔｈ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２０２１０５１８０８∶００∶００—

０５２６１５∶３０∶００．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ｔｉｍ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ｉｓ１０００．Ｔｈｅｄｉａｍｏｎｄ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ＦＭＤｏｆ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ａｔａｌｏｇｓ．Ｔｈｅ

ｓｏｌｉｄｃｕｒｖ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Ｋ１９９３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ａｔａｌｏｇｓａｒｅｍａｒｋｅｄｉｎｅａｃｈｓｕｂｇｒａｐｈｉｎ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ｏｆβ，μ，ａｎｄσ；（ｄ）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ｔｉｍ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犕狋）ｏｆ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ａｔａｌｏｇｓ．Ｔｈｅｄｏ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ｅｎｔｓ，

ｗｈｏｓｅｃｏｌｏｒ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ＯＫ１９９３ｍｏｄｅｌ′ｓ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ａ）—（ｃ）．Ｔｈｅｂｌｕ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犫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β／ｌｏｇ１０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ａ）—（ｃ）．

０５２６１５∶３０∶００时段的合成地震目录，我们根据时

间序列的复杂程度，设定ＴｂＤＤ方法的时间节点的

个数狀＝４，也即将计算所用的时间跨度随机切分成

５段．生成犿＝１００００个模型，其中ＢＩＣ值最小的

１０００个被选作最佳模型．获得的计算结果如图２所

示，图２ａ和２ｂ中的红色曲线为犫值的集合中值，灰

色区域为相应犫值的绝对中位差．通过与合成地震

目录的输入参数犫０ 值比较可见，由ＴｂＤＤ方法获得

的犫值基本可以恢复犫０ 值，尤其是当犫０ 值在差异较

大的０．８８６１与０．４８１８之间突跳和在犫０＝０．６１３４与

犫０＝０．４８１８时段内部时．这一结果展示了ＴｂＤＤ方

法在恢复初始参数上的有效性．

为了与传统的时间序列犫值计算方法进行比

较，我们采用了两种方式进行测试：（１）采用固定地

震数目的窗长和步长的固定窗口法，分别设置两组

窗长或步长为３３０个事件和１８０个事件，具体计算

仍采用ＯＫ１９９３模型和最大似然法计算参数β并折

算为犫值；（２）采用１８０个事件的步长，但窗长不断

累积扩大，分别沿时间轴和逆时间轴选择地震，采用

ＯＫ１９９３模型和最大似然法计算参数β并折算为犫

值．上述两种测试结果如图２所示．

对比ＴｂＤＤ方法和传统的固定窗口法获得的犫

值结果可见，（１）当固定地震数目的窗长或步长较大

时，在合成输入参数稳定的时段也可获得相对稳定

的结果，例如图２ａ的３３０个事件的窗长或步长．当

固定地震数目的窗长或步长较小时，犫０ 则会由于拟

合ＯＫ１９９３模型不确定性的提高涨落较大．这对传

统的固定窗口法提出了较大的约束限制；（２）在犫０

０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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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对理论地震目录的ＴｂＤＤ方法计算结果

及其与固定窗口法的比较

（ａ）ＴｂＤＤ计算结果及其与３３０个事件的窗长和步长的固定

窗口法的比较．黑色折线为固定窗口法计算获得的犫值；（ｂ）

ＴｂＤＤ计算结果及其与１８０个事件的窗长和步长的固定窗口

法的比较．绿色折线和紫色折线为采用１８０个事件的步长进

行累积窗长、分别沿时间轴和逆时间轴的犫值．（ａ）和（ｂ）中的

红色曲线为利用ＴｂＤＤ方法计算获得的犫值中值，计算采用

５段划分、１００００次随机剖分、１０００个最佳模型，灰色区域为

相应的犫值的 ＭＡＤ．蓝色虚折线为理论地震目录的犫０值．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ｂＤＤ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ｉｘｅｄｗｉｎｄｏｗｍｅｔｈｏｄｂｙ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ｓ

（ａ）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ｂＤＤａ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

ｆｉｘｅｄｗｉｎｄｏｗ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ｄｏｗ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ｓｔｅｐｌｅｎｇｔｈｏｆ

３３０ｅｖｅｎｔｓ．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ｐｏｌｙ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犫ｖａｌｕｅ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

ｔｈｅｆｉｘｅｄｗｉｎｄｏｗｍｅｔｈｏｄ；（ｂ）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ｂＤＤ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ｘｅｄｗｉｎｄｏｗ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ｄｏｗ

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ｓｔｅｐ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１８０ｅｖｅｎｔｓ．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ｐｏｌｙ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

ｐｕｒｐｌｅｐｏｌｙ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犫ｖａｌｕｅ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ｔｉｍｅａｘｉｓ

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ａｘｉ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ｂｏｔｈｕｓｅａｓｔｅｐｏｆ１８０

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ｎｄｏｗ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ｄａｔａ．Ｔｈｅ

ｒ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ｉｎ（ａ）ａｎｄ（ｂ）ｓｈｏｗ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犫ｖａｌｕｅ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ｂＤ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ｉｖ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１００００

ｒａｎｄｏｍ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１０００ｂｅｓｔｍｏｄｅｌ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ｇｒａｙａｒｅａｓｈｏｗｔｈｅＭＡ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犫

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ｅｂｌｕｅｄａｓｈｅｄｐｏｌｙ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犫０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ａｔａｌｏｇｓ．

值出现突跳的位置，传统的固定窗口法同样受限于

窗长的大小，无法准确地恢复突跳变化．例如在差异

较大的犫０＝０．８８６１与犫０＝０．４８１８之间突跳时，窗

长分别为３３０个事件和１８０个事件的两种设置均难

以恢复这种突跳．甚至在采用累积窗长的顺时间轴

与逆时间轴的计算中，由于经过突升的犫０＝０．８８６１

时段时，累积窗长已显著大于该时段的长度，计算获

得的犫值几乎无法反映该时段的突升现象．这些均

揭示了传统固定窗口法的明显弊端，同时也对比展

示了ＴｂＤＤ方法的相应优势．

３　２０２１年云南漾濞犕Ｓ６．４地震序列

的实际应用

我们将本文发展的 ＴｂＤＤ方法用于实际的地

震序列犫值计算．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２０２１年５

月２１日２１时４８分，云南大理州漾濞县附近发生

犕Ｓ６．４地震，震中位于２５．６７°Ｎ、９９．８７°Ｅ，震源深度

８ｋｍ．此次地震前的５月１８日、１９日，震区发生两

组最大超过４级的前震活动，甚至在主震前半小时

内的２１时２１分震区还发生了震级高达 犕Ｓ５．６的

前震．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地

震编目系统《统一快报目录》，研究时段为２０２１０５

１８０８∶００∶００至２０２１０５２６１５∶３０∶００，研究区域设

定为包含此次云南漾濞 犕Ｓ６．４地震序列的空间范

围２５．４５°Ｎ—２５．８３°Ｎ、９９．７０°Ｅ—１００．１５°Ｅ，震级范

围犕≥犕Ｌ０．０．此次地震序列较为发育，在上述研究

时段和研究区域内发生 犕Ｓ３．０～３．９地震７５次、

犕Ｓ４．０～４．９地震２０次、犕Ｓ５．０～６．９地震２次

（犕Ｓ５．６和 犕Ｓ５．２），犕≥犕Ｌ０．０地震总次数达到

２９３９次．图３ａ给出了上述地震序列的震级时间

分布．

在将ＴｂＤＤ方法应用于云南漾濞 犕Ｓ６．４地震

序列中，我们采用与理论测试相同的建模策略和参

数设置．即设定时间轴的随机段落划分为５段，随机

生成犿＝１００００个模型，并选取其中ＢＩＣ值最小的

１０００个最优模型．获得的犫值的集合中值和 ＭＡＤ

的结果如图３ｂ所示．为了展示云南漾濞 犕Ｓ６．４地

震序列的最小完整性震级犕Ｃ，图３ａ还给出了计算

获得的μ值的集合中值，以及μ＋２σ和μ＋３σ的结

果．由图３ｂ的ＴｂＤＤ方法计算的犫值结果可见，在

研究时段的云南漾濞犕Ｓ６．４地震序列发生过程中犫

值总体低于１．０．在犕Ｓ６．４主震发生前犫值为０．７

左右、主震前２０小时还出现了０．１左右的下降．在

主震发生后，犫值起伏明显、总体趋势增加直至研究

时段结束的０．８左右．图中犫值的起伏变化也伴随

着较大的 ＭＡＤ，参考图２的合成地震目录测试结

果可以确认，这些时段犫值的时间非平稳性，可能与

震后余震区断层上较为剧烈的应力调整有关（Ｘｉ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１）．

采用与合成地震目录测试类似的方式，我们还

给出了固定窗口法的犫值计算结果，包括采用３００

１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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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对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日云南漾濞犕Ｓ６．４地震序列

的ＴｂＤＤ方法计算结果及其与固定窗口法的比较

（ａ）云南漾濞犕Ｓ６．４地震序列的震级时间分布（犕狋），黑色虚

线为利用ＴｂＤＤ方法计算获得的参数μ值中值，蓝色虚线和实

线分别为最小完备震级参考的μ＋２σ和μ＋３σ；（ｂ）利用

ＴｂＤＤ方法计算获得的犫值结果．图中红色曲线为犫值中值，

灰色区域为相应的犫值的 ＭＡＤ，计算采用５段划分、１００００次

随机剖分、１０００个最佳模型；（ｃ）固定窗口法计算获得的犫值

结果．在采用了３００个事件的步长的情况下，黑色折线给出了

３００个事件的滑动窗口的方式的计算结果，绿色折线和紫色折

线给出了计算结果采用累积窗分别沿时间轴和逆时间轴的计

算结果．图（ｂ）和（ｃ）中的垂虚线为与图（ａ）中犕≥犕Ｌ４．０事件

相对应的发震时刻．计算的时段为２０２１０５１８０８∶００∶００—０５２６

１５∶３０∶００、所用事件的震级为犕≥ 犕Ｌ０．０．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ｂＤＤ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ｉ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ｉｘｅｄｗｉｎｄｏｗ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

Ｙａｎｇｂｉ犕Ｓ６．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ｙ２１，２０２１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Ｔｈｅ犕狋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ｂｉ犕Ｓ６．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μｖａｌｕｅ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ｂＤＤ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ｕ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ｎｄ

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μ＋２σａｎｄμ＋３σｆｏ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Ｔｈｅ

犫ｖａｌｕ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ｂＤＤ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ｒ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ａｎｄ

ｇｒａｙａｒｅａ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ａｎｄＭＡＤｏｆ犫ｖａｌｕ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ｉｖ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１００００ｒａｎｄｏｍ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１０００ｂ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Ｔｈｅ犫ｖａｌｕｅ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ｔｈｅｆｉｘｅｄｗｉｎｄｏｗ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ｕｓｉｎｇａｓｔｅｐ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３００ｅｖｅｎｔｓ，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ｐｏｌｙ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ｗｉｔｈｓｌｉｄｉ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ｏｆ３００ｅｖｅｎｔｓ，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ｐｏｌｙ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

ｐｕｒｐｌｅｐｏｌｙ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ｗｉｎｄｏｗ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ｔｉｍｅａｘｉｓ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ａｘｉ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ｓ（ｂ）ａｎｄ（ｃ）ｓｈｏｗ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

ｔｉｍ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ｓｏｆ犕≥犕Ｌ４．０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ａ）．

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ｐｅｒｉｏｄｉｓ２０２１０５１８０８∶００∶００—０５２６１５∶３０∶００，

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ｓｉｓ犕≥犕Ｌ０．０．

个事件的步长和窗长，以及采用３００个事件的步长、

累积窗长、分别沿时间轴和逆时间轴的犫值，相应的

结果如图３ｃ所示．将上述固定窗口法的犫值计算结

果与ＴｂＤＤ方法的计算结果比较可见，采用固定步

长和窗长得到的犫值的总体变化过程和数值大小，

与ＴｂＤＤ方法的计算结果接近；而采用两个不同方

向的累积窗长计算结果，在ＴｂＤＤ方法得到的犫值

起伏变化时段存在显著差异，这也同样验证了此时

段“真实”的犫值应有起伏变化．

为了进一步验证 ＴｂＤＤ方法在建模规则上是

否影响犫值的计算结果，我们采用多种模式计算犫

值：（１）随机生成犿＝１００００个模型、选择１０００个最

佳模型，但对时间轴分别进行３段、４段、６段的随机

划分；（２）采用５段的时间划分方式，但使用犿＝

２０００、犿＝１０００和犿＝５００个模型来计算，相应的最

佳模型数量则分别为各自的总模型数量的１０％．上

述多种模式的 ＴｂＤＤ方法建模计算结果如图４所

示．将这些结果进行比较，并与图３ｂ的结果比较发

现，在随机模型数量相同时，时间轴的随机划分段落

越多，能够揭示的犫值随时间的微观起伏过程越多

（图４ａ），但犫值随时间的总体趋势一致．而在时间

轴的随机段落划分相同时，随机模型数量无论是

１００００个还是２０００、１０００或５００个，对犫值集合中

值结果的影响不明显，但 ＭＡＤ值将随着随机模型

数量的增加而减小．这些多模式的计算结果间的比

较，显示了ＴｂＤＤ方法在计算时间序列犫值时的高

度稳定性．

４　结论和讨论

在广泛用于余震区地震序列分析、工业开采区

诱发地震危险性分析时间序列犫值的计算中，为克

服传统计算方法计算规则设置的人为主观性问题，

本文借鉴基于数据驱动技术思路，利用震级频度分

布的ＯＫ１９９３模型、时间轴的随机划分和随机模型

建立、ＢＩＣ的最佳模型选择等，构建了基于数据驱动

的时间序列犫值计算方法———ＴｂＤＤ．在经过合成

地震目录的理论测试、２０２１年云南漾濞犕Ｓ６．４地震

序列的实际应用分析后，获得的主要认识如下：

（１）利用合成地震目录的理论测试结果表明，本

文新发展的ＴｂＤＤ方法可较为准确地恢复犫值的突

跳变化、稳定地获得各时段的参考值，能够克服传统

的固定窗口法在计算规则设置上的人为主观性等瓶

颈问题．

（２）对２０２１年云南漾濞 犕Ｓ６．４地震序列的实

际应用表明，犫值在犕Ｓ６．４主震前为较低的０．７左

２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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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对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日云南漾濞犕Ｓ６．４地震序列采用

多种计算模式设置的ＴｂＤＤ方法计算结果的比较

（ａ）采用１００００次随机剖分和不同时间划分方式的计算结果

比较；（ｂ）采用５段的时间划分方式和不同随机剖分次数的计

算结果比较．图中的实线或虚线是犫值的中值，各种颜色填充

的区域是与同种颜色实线或虚线相对应的犫值的 ＭＡＤ值．图

中实线或虚线为犫值中值，各颜色区域为相应的犫值的 ＭＡＤ．

计算使用的序列时段为２０２１０５１８０８∶００∶００—０５２６１５∶３０∶００，

震级为犕≥犕Ｌ０．０．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ｂＤＤ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ｅｔｓ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ｔｈｅ犕Ｓ６．４

Ｙａｎｇｂｉ，Ｙｕｎｎ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ｒａｎｄｏｍ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ｂ）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 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ｎｄｏｍ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

ｕｓｉｎｇｆｉｖ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ｔｉｍ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ｏｒ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ｏｆ犫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ｆｉｌｌｅｄ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ｏｌｏｒ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ＭＡＤｏｆ犫ｖａｌｕｅ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ｏｒ．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ｐｅｒｉｏｄｉｓ２０２１０５１８

０８∶００∶００—０５２６１５∶３０∶００，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ｓ

ｉｓ犕≥犕Ｌ０．０．

右、震前２０小时出现了０．１左右幅度的下降，表明

震区在序列发生前处于较高的差应力水平状态；犫

值在犕Ｓ６．４主震发生后起伏明显、总体趋势增加至

０．８左右，可能与震区较为剧烈的应力调整有关．

（３）ＴｂＤＤ方法计算的时间序列犫值受随机模

型数量／计算量的影响较小，具备较强的稳定性，但

大量的随机模型可降低结果的不确定度；而对时间

轴的随机划分段落设置可影响犫值随时间较为微观

的起伏变化．

本文在构建ＴｂＤＤ方法中，对震级频度关系选

用了ＯＫ１９９３模型，这种连续函数由于充分利用了

不完整记录的大量地震事件（Ｏｍ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相

比使用“一刀切”的最小完整性震级以上地震的传统

的基于震级频度 ＧＲ关系的固定窗口法，甚至一

些基于数据驱动技术的空间犫值计算方法（Ｋａｍｅｒ

ａｎｄＨｉｅｍｅｒ，２０１５），在参数估计结果的统计显著

性、可靠性上更具有天然优势．此外，最小完整性震

级是随着时间动态变化的，例如在主震发生后的短

期内，大量的余震密集发生显著降低了地震波形的

信噪比、人工检测地震的遗漏增加（Ｋａｇａｎ，２００４；

Ｈａｉｎｚｌ，２０１６），都可造成最小完整性震级的升高或

检测能力的下降．因此在基于震级频度 ＧＲ关系

的固定窗口法使用时，可使用的“一刀切”的最小完

整性震级以上地震的数量大大降低．而ＴｂＤＤ方法

在大量的数据驱动计算中，同时估算了犫值和涉及

检测能力的参数μ和σ值，使得在最小完整性震级

动态演变过程中也可最大限度地利用全部数据．

在应用ＴｂＤＤ方法建模过程中，使用更多的随

机段落划分可以揭示部分犫值时间变化的微观起

伏．当一个模型的随机段落中最短的段落上样本数

过少、拟合 ＯＫ１９９３模型误差较大、ＢＩＣ值升高，从

而“拖累”这个模型难于被选为最优模型时，客观上

也限制了无法过度细分随机段落．我们在ＴｂＤＤ方

法用于２０２１年云南漾濞犕Ｓ６．４地震序列的实际案

例分析中，采用的５段划分仍具有经验性，未来在此

类数据驱动方法的改进研究中，寻找客观的真正智

能化的模型构建策略可能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

向，包括利用Ａｋａｉｋｅ贝叶斯准则（ＡＢＩＣ）等评价方

法对分段数目参数进行优化．此外，本文提出的

ＴｂＤＤ方法对随机模型次数的弱依赖性表明，大规

模计算与有限次数的计算在集合中值上差别不明

显，即使是数百次的随机模型也可得到相对可靠的

结果．但大规模计算可有助于减少 ＭＡＤ并确保集

合中值的可靠性，这使得通过大量随机模型进一步

取得犫值计算在精度上的优势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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