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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微地震监测技术是利用岩石破裂位置的时空分布对地下裂缝进行成像和分析，因此，震源定位是微地
震资料处理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内容。该文首先介绍了微地震定位方法的研究现状，特别是近年来相对定位
法在微地震定位应用中的研究进展。然后，详细阐述了两种波形叠加类相对定位方法的原理，并结合实际矿山
微地震数据分析了两种方法的成像分辨率特征、计算效率和定位结果，验证了该文研究方法的可行性。最后，
对波形叠加类定位方法及微地震监测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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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sitions of rock failures

is used to image and analyze subsurface fractures. Therefore, source location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most important step in microseismic data processing.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s of microseismic
location methods are introduced, especially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f relative methods applied in microseismic
source location. Then, the principles of two waveform-based relative location methods are elaborated, and ﬁeld
mining-induced microseismic dataset is used to analyze their characterization of imaging resolution, computational eﬃciency, and location results. The ﬁeld data examples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tudied
methods. Finally, we discuss and conclud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waveform-based location methods, as
well as that of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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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对目标函数的构造和求解方式的不同。近年来

1 引言

针对微地震走时反演法的代表性研究包括：宋维琪

微地震监测是指利用水力压裂、油气采出、岩

等研究了微地震贝叶斯差分进化反演方法 [11] ；盛

土施工等工程作业时诱发的微弱地震波，对裂缝形

冠群等提出了基于粒子群差分进化算法的定位方

态或储层流体运动进行监测的方法，其理论基础是

法 [12] ；
谭玉阳等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基于网格搜索的

声发射原理和地震学。由于微地震监测技术利用的

微地震震源定位方法 [13] 。总的来说，走时反演法具

是生产活动中诱发的地震波，也被称作无源地震或

有原理简单、方法成熟和容易实现等优点，是目前

被动地震技术。目前，微地震监测技术已广泛应用

微地震资料处理中，特别是井中微地震事件定位最

于不同尺度的地震学领域，例如工程地震学领域的

常用的方法。

矿山及隧道的岩爆监测和预警、CO2 封存、地热开
采监测，
勘探地震学领域的水力压裂裂缝监测，
以及
天然地震学领域的地质构造分析等 [1−4] 。以非常规
油气资源开发领域为例，微地震监测技术是监测压
裂裂缝几何形态、评估储层压裂体积和优化压裂施

2.2

波形叠加法
近年来，人们借鉴反射地震勘探中偏移叠加的

思想，研究并发展了一些无需初至拾取的自动微
地震震源定位方法。这类方法可以统称为波形叠

工的最有效技术之一 [5] 。结合地质力学和储层模型

加类 (Waveform-based) 或偏移成像类 (Migration-

信息等，微地震事件分布信息可应用于确定复杂压

based) 定位方法 [14−15] 。波形叠加类方法的核心思

裂裂缝形态和辅助裂缝传播模拟、油藏模拟、压裂

想则是采用不同的偏移核函数 (空间滤波器) 进行

施工设计和地质灾害的预测与识别等 [6−7] 。微地震

波束形成，即挖掘走时与幅度 (能量) 信息之间的对

监测技术是根据微地震事件的时空分布对裂缝的

应关系进行叠加，聚焦微地震震源能量。波形叠加

几何尺寸和形态进行描述，
因此，
震源定位是微地震

类方法相对传统走时反演方法的主要优势体现在：

资料处理中最基础的内容。

(1) 无需拾取初至，避免走时误差，是依赖数据的自

本文首先介绍了微地震定位方法的研究现状，

动定位方法，更具客观性；(2) 通过叠加来压制噪声，

然后详细阐述了两种波形叠加类相对定位方法的

能更好地适应低信噪比的微地震数据；(3) 方便进行

原理和实际应用效果，最后对波形叠加类定位方法

后续的震源机制反演，并能与其他储层地质特征描

及微地震监测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和展望。

述方法 (如反射地震成像) 更好地结合。目前，波形
叠加类定位方法已经成功应用于天然地震定位 [16]

2 微地震定位方法

和地质构造、固体矿床、地热开发及油气储层等诱

微地震定位方法既可以分为源自天然地震学
的走时反演法和借鉴勘探地震学的波形叠加法，也
可分为各个事件独立定位的绝对定位法和利用已

发的微地震定位 [17−20] 。
2.3

相对定位法
相对定位法，
顾名思义，
利用待定位的目标事件

定位事件信息的相对定位法。下面将简单介绍三类

和已知的主事件之间的相对信息进行定位的方法。

方法的研究现状。

一般情况下，由于主事件和目标事件具有相近或

2.1 走时反演法

重复的传播路径，相对定位法能有效弱化速度模型

最初的震源定位研究出现在天然地震学中，

对定位结果的影响 [21] 。双差法 (Double diﬀerence,

其基本思想是利用直达波初至和地层速度模型来

DD) 是最具代表性的走时反演类相对定位法 [22] 。

反演震源位置和激发时刻，其中大多是以经典的

所谓双差，即目标事件和主事件到检波器的理论走

Geiger 算法为理论基础的线性化方法 [8] 。如纵横波

时差与观测走时差的残差，双差法就是通过最小化

时差法，同型波时差法等

该残差值以获得震源定位结果。最近，
Guo 和 Zhang

[9]

。后来还发展了全局搜
。走时反

又在传统双差法的基础上提出基于两个震源到一

演法的实质在于求解以观测到时和理论到时的残

个检波器对的双重走时差的相对定位法，该方法相

差所构造的目标函数，各种定位方法的差异和改进

比传统双差法具有更低的定位不确定性 [23] 。

索法和蒙特卡罗法等非线性定位方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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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相对定位法在微地震定位中的研究
和应用越来越多。Rutledge 和 Phillips、Eisner 等的

的激发时刻和定位结果。相对互相关叠加的成像公
式如下 [31] ：

研究表明水力压裂诱发的微地震事件同样存在类

i
CR
(τ ) =

似于天然地震余震的多重事件 [24−25] 。Poliannikov

t∑
max

uim (t)uix (t + τ ),

t=0

等提出了适用于水力压裂微地震定位的干涉测量

mR (x, τ0 ) = δ [τ − (τ0 + (τi,m − τi,x ))] ,

法 [26] 。Grechka 等应用两点旁轴射线追踪发展了一
种适合地面微地震监测的相对定位法，并提出引入

SR (x, τ0 ) =

多个主事件以避免目标事件和主事件的距离过大

N T∑
max
∑

i
CR
(τ )mR (x)

i=1 τ =0

以及速度突变对定位的影响 [27−28] 。Tian 等将双差

=

法应用于单井微地震监测，并将其扩展为交叉双差

N
∑

i
CR
(τ0 + dτi,mx ),

(1)

i=1

法 [29] 。传统双差法利用不同地震事件相同震相的

i
式 (1) 中，CR
(τ ) 为主事件 m 和目标事件 x 在第 i 道

时差，而交叉双差法则利用不同地震事件的不同震

检波器的波形 uim (τ ) 和 uix (τ ) 进行互相关运算后获

相的时差。

得的互相关波形，τ 为时间参数，mR (x, τ0 ) 为相对

实际微地震监测过程中，一般会有数以百计的

互相关叠加成像算子，SR (x, τ0 ) 为震源位置 x 在预

事件，其中包括少数震级较强的微地震事件。另外，

估激发时刻 τ0 对应的相对互相关叠加成像值，tmax 、

射孔事件也能作为相对定位的主事件。因此，相对

Tmax 分别为互相关运算前后单道波形的时间长度，

定位法在微地震定位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N 为检波器数目，dτi,mx = τi,m − τi,x 为主事件和

3 震源成像的相对定位法
相对定位思想还可以与波形叠加类方法结合。
Grigoli 等通过引入根据主事件确定的台站时差校
正项，将传统的绕射叠加成像拓展为主事件波形叠
加法 [30] 。合成数据和低震级天然地震的定位结果
均表明该方法比传统绕射叠加定位的结果更加准
确，定位结果的事件群聚性更好。Li 等将相对定位
思想与互相关叠加法相结合，提出了两种波形叠加
类相对定位法 ——相对互相关叠加法和联合互相
关叠加法 [31−32] 。下面对这两种方法的原理和性能
进行论述和分析。

目标事件到第 i 道检波器的理论走时差。原始微地
震记录波形信噪比低，而且存在明显的波形极性变
化，一般不宜直接用来进行叠加成像。本文采用原
始波形的长短时窗比 (Short term average to long
term average, STA/LTA)[33] 作为输入波形，
以提高
信噪比并消除波形极性变化的影响。
借鉴双重互相关运算 [34] 的思想，将式 (1) 中
的相对互相关波形 CR 再作一次互相关运算，便
得到两个震源到一个检波器对的双重互相关波形
CH (图 1(b))，然后再根据两个震源到该检波器对的
双重走时差提取相应的双重互相关波形值进行叠
加成像。由相对互相关叠加公式 (式 (1)) 可得联合
互相关叠加公式 [32] ，

3.1 方法原理
利用相对互相关叠加对震源进行定位的基本
步骤为 [31] ：(1) 计算目标区域的初至波走时表；(2)
选取主事件 (图 1(a) 中黑色五角星)，提取其在所有
检波器的波形和走时，并将其与对应道的目标事件

ij
CH

(τ ) =

mH (x) = δ [τ − ((τi,m − τi,x ) − (τj,m − τj,x ))] ,
SH (x) =

N
∑

ij
CH
(τ )mH (x)

i=1
j=i+1

一个互相关道集，其中每一道互相关波形中都包含
预估的激发时刻时窗内，对互相关道集进行相对互

j
i
CR
(t) CR
(t + τ ),

t=0

(图 1(a) 中白色五角星) 微地震记录做互相关，得到
主事件和目标事件到该检波器的观测走时差；(3) 在

T∑
max

=

N
∑

ij
CH
(dτij,mx ) ,

(2)

i=1
j=i+1

相关叠加成像，每一个激发时刻对应一个相对互相

ij
式 (2) 中，CH
(τ ) 为将相对互相关波形 CR 作第二次

关叠加成像剖面；(4) 将所有激发时刻对应的成像剖

互相关运算后获得的双重互相关波形，mH (x) 为联

面对比，最大成像值对应的时间和位置为最终求得

合互相关叠加成像算子，SH (x) 为震源位置 x 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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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互相关叠加成像值，dτij,mx = (τi,mx − τj,mx )

激发时刻，
因此无需对该激发时刻进行搜索求解，
定

为主事件和目标事件到检波器对 {i, j} 的双重走时

位过程更加高效，且能避免激发时刻对定位结果的

差。值得注意的是，该双重走时差中不再包含未知

影响。

CH
CR

CR

m

x

m

x

(b) ᐏՌ̉ᄱТԯҫ۳వԔေ

0

0

100

100

200

200

Z/m

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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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400
500

CR

300
400

0

100

200
300
X/m

400

500

(c) ᄱࠫ̉ᄱТԯҫ۳వੇϸॎগ

图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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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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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ᐏՌ̉ᄱТԯҫ۳వੇϸॎগ

相对互相关叠加与联合互相关叠加的原理示意图

Fig. 1 The schematic diagrams of relative correlation stacking and hybrid correlation stacking

通过对比上述两种相对定位方法的基本原理
(图 1) 和成像算子可知：相对互相关叠加法利用不

图 1(d) 可知，地面监测条件下，相对互相关叠加比
联合互相关叠加具有更高的垂直分辨率。

同事件到相同检波器的走时差，而联合互相关叠加

相关研究表明，波束形成算法中将能量 (叠加

法则利用不同事件到检波器对的双重走时差。不同

信号幅度的平方值) 沿着时间方向求和的结果，可

的走时信息对应于不同的基本成像形态，而基本成

以用互相关叠加近似表示 [35] 。将波束形成公式进

像形态也决定了基本的成像分辨率特征。对于相对

行适当的变换之后，其结果等价于包含一定时移的

互相关叠加而言，成像算子中只包含唯一的未知变

互相关叠加和自相关叠加的和 (式 (3))，且其中互相

量，即目标震源位置 x 到检波器 i 的走时 τi,x 。在二

关叠加项为主导项 [36] ，
(N
)2
t∑
max
∑
Sbeam (x) =
ui (t + τi,x )

维均匀介质条件下，该走时相同的震源位置会出现
在以该检波器位置为圆心的圆弧上，因此它在二维

t=0

情形下对应的基本成像形态为圆弧交叉叠加形态
(图 1(c))。对于联合互相关叠加而言，成像算子中的
未知变量是目标震源位置 x 到一个检波器对 {i, j}
的走时差 (τi,x − τj,x )。在二维均匀介质条件下，该
走时差相同的震源位置会出现在以两个检波器位
置为焦点的双曲线上，因此它在二维情形下对应的

N
∑

≈2

i=1
j=i+1

+

i=1


+tmax
τi,x∑


t∑
N
max ∑

t=τi,x



ui (t)uj (t + ∆τij,x )

2

(ui (t + τi,x )) .

(3)

t=0 i=1

类 似 地，若 将 式 (3) 中 的 输 入 波 形 u 替 换 成

基本成像形态为双曲线交叉叠加形态 (图 1(d))。两

式 (1) 中的相对互相关波形 CR ，则可以得到式 (4)。

种方法在三维复杂介质条件下的成像形态分别由

将式 (4) 左侧结果称作相对互相关波束形成值，其

变形的球面和变形的双曲面叠加构成。由图 1(c)、

可被联合互相关叠加值 SH 近似表示 [32] 。该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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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种方法之间的联系，同时也能从侧面解释联合

取的 100 个微地震事件的走时反演定位结果如图 2

互相关叠加成像结果在地面监测条件下具有更低

所示。图 2 中红色圆点表示震源，黄色倒三角形表

的垂直分辨率，
(N
)2
T∑
max
∑
i
CR (t + τ0 + dτi,mx )

示监测台站，台站具体分布见图 2(a)，黄色圆点为选

t=0

≈ 2SH +

取的主事件。走时反演定位时采用的纵波 (P 波) 速
度为 3880 m/s。为确保波形叠加类方法定位结果与

i=1
T∑
N
max ∑

走时反演结果的可比性，这里也只考虑垂直分量中

( i
)2
CR (t + τ0 + dτi,mx ) .

(4)

较强的 P 波。时间采样率为 5 ms，
空间步长为 50 m，
定位目标区域大小为 5 km × 5 km × 5 km。这里

t=0 i=1

3.2 实际算例

的坐标原点 (东，北) = (0, 0) 对应 UTM 坐标系中的

本小节将利用实际地面矿震监测数据考察

(东，
北) = (411117, 5721611)。

本文所述方法的应用效果。矿震监测台网 HAM-

图 3 为一个样本事件原始记录经过 5∼30 Hz 带

包含 15 个三分量地面台站，矿区深度约为

通滤波后的垂直分量波形和相应的 STA/LTA 波形

1000 m。在实际监测到的 7000 多个诱发地震事件

道集。求取 STA/LTA 波形时，长、短时窗长度分别

中，
选取震级较弱 (ML = −0.8) 的事件 100 个。所选

取为 250 ms 和 12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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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The imaging results of relative correlation stacking and hybrid correlation stacking for the
event shown in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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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The location results of relative correlation stacking and hybrid correlation stacking for the
100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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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为两种波形叠加类相对定位方法对图 3 所

等震源特征描述的研究，旨在更好地解释裂缝的生

示微地震事件的成像结果。图 4 中白色圆圈代表该

长和发育过程。随着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的配套技

微地震事件的走时反演定位位置。两种方法的定位

术不断发展，微地震监测技术必将与其他储层地质

结果与走时反演结果吻合较好，且联合互相关叠加

特征描述方法 (如三维地震勘探等) 联合，以更好地

成像剖面的垂直分辨率明显低于相对互相关叠加。

揭示控制裂缝发育的因素，改善储层的地质力学模

成像剖面的特征验证了上文中对两种方法成像分

型等。

辨率特征分析的正确性。相对互相关叠加和联合互
相关叠加定位该样本事件所需的计算时间分别约

致谢 感谢 HAMNET 项目组公开实际矿震数据，

为 120 s 和 6 s (电脑参数：Intel i5-2500 3.30 GHz,

以及 Monika Bischoﬀ 博士和 Dirk Becker 博士为本

8 GB RAM)，可见，无需搜索激发时刻的联合互相

文提供矿震数据。

关叠加有更高的计算效率。
然后，利用上述两种方法对这 100 个微地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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