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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然地震探测是提取地球深部结构信息的最有效手
段之一．而海域约占地表总面积的７０％，所以对海域开展地震
探测十分重要．但海域有水体覆盖，海底地貌条件复杂，导致海
域天然地震资料采集难度非常大，探测程度远低于陆域．针对
海域地震采集环境的特殊性，人们先后发展了不同类别的海域
天然地震资料采集技术．本文对埋入式、沉底式和漂浮式等传
统的和新兴的非常规海域天然地震采集方法、仪器技术参数及
其所采集的地震信号质量进行了介绍．然后总结了不同采集方
法的优缺点．总体来看，埋入式永久海底地震台网建设成本高，
不适宜大规模部署；沉底式海底地震仪（ＯＢＳ）投放成本低、效
率高，适合于密集台阵部署；漂浮式海域潜标地震仪
（ＭＥＲＭＡＩＤ）可以在深海区域采集强震Ｐ波信号，对全海域三
维成像探测具有独特优势；新兴的海底光缆地震仪对应变敏
感，适宜于海啸预警．以上信息有助于推动天然地震探测技术
在海域更广泛的应用．
关键词　 天然地震采集；海底地震仪；海域潜标地震仪；地震信
号；海洋地球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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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地震探测是基于地震波传播理论建立的分析技术，利用
地震设备采集的地震波场信号，从中提取对地球内部结构、
物质组成和动力演化有明显指示作用的波速场（李志伟等，
２００６；ｎａｒ ａｎｄ Ａｌｋａｎ，２０１６；赵烽帆等，２０１４）、波速界面
（Ｈｏｓｎｙ ａｎｄ Ｎｙｂｌａｄｅ，２０１６；贾萌等，２０１５）和波速各向异性

（Ｍａｇｇ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冯梅和安美建，２０２０）等．天然地震探
测在人类认识地球内部结构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天然地震探测主要包含地震资料采集和地震资料处理
两大部分．相比而言，天然地震资料处理在海域的应用与在
陆域应用的差别并不显著，但海域和陆域的地震资料采集方
面却差别很大．虽然地震资料采集原理相同，但海水和海底



　 ２０２２，３７（５） 臧虎临，等：海域天然地震资料采集方法综述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的特殊性，使得海域天然地震采集站点部署难度大，这造成
了采集站点数量和分布均匀性远远低于陆域．

海域占据了地球总面积的四分之三，是全球表面的重要
组成部分，大洋板块向大陆俯冲区域是全球地震活动最活跃
的地方，洋中脊的岩浆活动、转换断层的错动和热液活动等
也都与地震相关（夏戡原，１９９２）．对海域进行地震探测，有
利于了解大洋板块的内部结构和演化．也有利于了解固体地
球对海洋生态圈的潜在影响（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然而天然地
震探测在海域的应用程度与海洋的重要性完全不匹配．本文
将对在海域进行天然地震采集的原理及信号特点进行介绍，
总结归纳各采集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以期推动天然地
震探测技术在海域更广泛的应用．
１　 海域天然地震采集方法

海域被广袤的水体覆盖，海底地貌条件复杂，难以将适
用于陆域的地震计直接布设于海底．针对海域地震采集环境
的特殊性，人们先后发展了埋入式、沉底式和漂浮式等不同
类别的海域地震采集仪器以及利用海底光纤采集地震信号
的非常规采集方法，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１ １　 埋入式地震采集———永久海底地震台

Ｒｏｍａｎｏｗｉｃｚ等（１９９８）对海底地震台站采集的信号进行
分析时发现，除微震的峰值频带以外，地震信号中的背景噪
声与海流流速高度相关．海洋地震台网试验（Ｓｔｅｐ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进一步表明：海底地震台数据
质量与地震传感器（或地震计）埋入深度高度相关．当地震
传感器置于深海钻孔中时，海底地震台站采集到的数据质量
可以与大陆或海岛台站数据质量接近．埋入式地震采集方法
正是将地震传感器埋入并密封于海底钻孔之中，以达到压制
海流等背景噪声影响的一种数据采集方法（图１）．显然，埋
入式地震采集要求在海底进行钻孔施工，站点建设难度大、
周期长、成本高，既不适宜短期流动观测，也不适合大规模投
放．所以该方法目前主要用于建设永久海底地震台站．迄今
为止，已经建成的永久海底地震台数量仍然非常有限
（Ｋｏｈ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尽管如此，永久海底地震台依旧是实
现对海洋进行长期、高质量观测不可替代的基础设施．
１ ２　 沉底式地震采集———海底地震仪（ＯＢＳ）

沉底式地震采集方法旨在解决埋入式采集方法布设难
度大的问题．该方法只需将地震传感器置于密封装置中投放
到海底进行数据采集． 海底地震仪（Ｏｃｅａｎ Ｂｏｔｔｏｍ
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ｐｈ，简称ＯＢＳ）是沉底式地震采集方法的典型代表．
ＯＢＳ的突出优点是可以使用船只灵活进行定点大量投放．利
用沉底式的ＯＢＳ采集方法可以对特定海域进行密集台阵的
流动观测（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Ｎａｋａｈｉｇａｓｈ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ＯＢＳ也有一些缺点．首先从图２的ＯＢＳ采集系统示意图
可以看出，ＯＢＳ大多采用内置电池的方式供电，所以难以支
持长时间采集，通常需要在电量耗尽前（最长约一年）对地
震仪进行回收．在供电异常的情况下还会导致仪器回收失
败，所以目前ＯＢＳ的回收率很难达到１００％ ．其次，ＯＢＳ时钟
也是内置的，布设期间通常会累积较大的线性时钟漂移，且
无法在回收前实现自动校正．此外，ＯＢＳ投放后只能靠自身
重力降至海底，在海流影响下无法精确控制落点位置和地震

计姿态．所以需要对ＯＢＳ采集的信号进行时钟、位置和方位
角等的矫正，对信号处理技术要求高．

无论是埋入式还是沉底式的地震采集方式，海底地震
仪都面临无法与卫星或地面基站实时通讯的问题．为此，
Ｋｏｈｌｅｒ等（２０２０）提出了使用水下滑翔器作为中继站来实现
永久海底地震台或ＯＢＳ与卫星之间通讯的构想，这样可以
解决永久海底地震台和ＯＢＳ的时钟校准、精确定位、运行
状态监测等问题，但目前该构想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投入
实际应用．
１ ３　 漂浮式地震采集———海域潜标地震仪（ＭＥＲＭＡＩＤ）

针对埋入式和沉底式海域地震采集仪器难以与地面通
讯的问题，人们开发出了漂浮式地震采集设备（Ｈｅｌｌ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海域潜标地震仪（Ｍｏｂｉｌ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ｒｅａｓ ｂ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简称ＭＥＲＭＡＩＤ）就是漂
浮式地震采集方式的典型代表（图３）． ＭＥＲＭＡＩＤ是一种配
备有高灵敏度宽频带水听器、专用电子设备和信号分析软件
的海洋滑行器．它依靠卫星信号实现双向信息传输，所以允
许远程配置探测参数以及工作深度等信息．与ＯＢＳ等沉底
式地震仪必须固定在某个位置不同，ＭＥＲＭＡＩＤ的滑行器可
以在海洋中以每天几公里的速度在海洋中某一深度长时间
（数月甚至数年）被动漂移，直到检测到地震信号．当一定强
度的震动信号被系统识别为地震信号时，滑行器会上浮至海
面，通过与ＧＰＳ通讯获取接收地震信号时的位置坐标，同时
与地面接收机进行通讯实现采集数据的回传（Ｓｕｋｈｏｖｉ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振幅较小或不太能被机器分辨的地震记录暂时
存储在缓冲器中，以便日后传输．除了通讯方面的优势以外，
以ＭＥＲＤＡＩＤ为代表的漂浮式地震采集方法还具有操作简
单、易回收、深海可投放等优点．目前ＭＥＲＭＡＩＤ在海域的投
放量还相对较少，但它是填补深海区域天然地震探测空白的
最佳选择．

ＭＥＲＭＡＩＤ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海水与空气交界面
是一个弹性波强反射界面，地震波在此界面发生的反射会在
海洋水体中产生“混响”．这种干扰波通常会在地震波第一
次到达后的几十秒内淹没ＭＥＲＭＡＩＤ地震记录，大大降低地
震记录信噪比，所以ＭＥＲＭＡＩＤ对于中小地震的识别能力有
限．此外，由于横波无法在海水中传播，ＭＥＲＭＡＩＤ只能采集
Ｐ波及部分转换波，无法采集完整震相．最后，ＭＥＲＭＡＩＤ接
收并识别出地震信号后再到上浮到海面获取ＧＰＳ坐标需要
一定的时间，致使ＧＰＳ记录的位置坐标与实际接收地震信
号时的位置坐标并不完全相同，所以采集的数据存在不可忽
略的观测误差．
１ ４　 非常规海域地震采集———海底光纤地震仪

尽管埋入式永久海底地震台、沉底式海底地震仪和漂浮
式潜标地震仪等传统的摆式地震仪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这些
设备在全球海域的投放总量依然非常有限．近年来，将海底
通讯光纤改造成地震传感器的非常规海域地震采集方法得
到了重视（图４）．该方法在改善海域天然地震探测不足方面
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无需额外增设地震仪，只需采用
分布式光纤声学传感（ＤＡＳ）技术在现有海底通讯光纤一端
增置调制解调器，通过对比分析输入和输出的激光信号即可
提取沿光纤的应变或应变率信息（Ｓｌａｄ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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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海底钻孔埋入式地震采集系统示意图
（修改自Ｓｔｅｐ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ｂｏｔｔｏｍ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ｂｕｒｉｅ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图２　 沉底式ＯＢＳ地震采集系统示意图
（修改自Ｎｅｄｉｍｏｖｉｃ′，２０１９）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ｂｏｔｔｏｍ ｓｉｎｋｉｎｇ ＯＢＳ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ｅｄｉｍｏｖｉｃ′，２０１９）

图３　 漂浮式海域潜标地震仪（ＭＥＲＭＡＩＤ）
运行图（Ｈｅｌｌ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Ｆｉｇ． 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ｐｈ （ＭＥＲＭＡＩＤ）（Ｈｅｌｌ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图４　 海底光纤地震仪采集原理示意图
（修改自Ｍａｒ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Ｆｉｇ． 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ｂｅｒ 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ｐｈ（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Ｚｈａｎ，２０２０），或者采用超稳定激光干涉技术（ＵＬＩ）分析测量
激光时延，提取通讯光缆的长度变化信息（Ｍａｒ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其中，ＤＡＳ光纤地震采集技术不影响光纤正常通讯，
空间采样率高，且具有实时信号传输功能．但受激光源强度
的限制，ＤＡＳ只适用于长度小于１００ ｋｍ的光缆（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而ＵＬＩ技术能监测数千公里光纤中微米级长度
变化，可用于洲际长拖通讯光缆．所以ＵＬＩ光纤地震采集技
术能够提高海域观测覆盖性，但记录的信号反映的是整条光
纤震动的积分效应，所以横向分辨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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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３７（５） 臧虎临，等：海域天然地震资料采集方法综述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图５　 钻孔深埋永久地震台站与海底ＯＢＳ地震台站波形对比（波形修改自Ｓｔｅｐ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ｅｐ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ＯＢＳ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图６　 海底ＯＢＳ地震台与ＭＥＲＭＡＩＤ记录的波形对比
其中海底ＯＢＳ数据来自美国地震科学联合会ＩＲＩＳ（ｄｓ． ｉｒｉｓ． ｅｄｕ ／ ＳｅｉｓｍｉＱｕｅｒｙ ／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ｈｔｍｌ），ＭＥＲＭＡＩＤ数据

来自法国ＧＥＯＡＺＵＲ实验室（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ｇｅｏａｚｕｒ． ｆｒ ／ 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ＩＳ ／ Ｄａｔａ． ｈｔｍｌ）．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ｙ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ＯＢＳ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ＲＭＡＩ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ＯＢＳ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ＲＩＳ （ｄｓ． ｉｒｉｓ． ｅｄｕ ／ ＳｅｉｓｍｉＱｕｅｒｙ ／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ｈｔｍ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ＲＭＡＩＤ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ＧＥＯＡＺＵ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ｇｅｏａｚｕｒ． ｆｒ ／ 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ＩＳ ／ Ｄａｔａ． ｈｔｍｌ）．

图７　 海底光纤地震仪与两端陆基地震仪记录的同一个地震的南北分量波形对比（Ｍａｒ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ｂｅｒ 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ｐ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ｂａｓｅｄ 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ｐｈｓ ａｔ ｉｔｓ ｂｏｔｈ ｅｎｄｓ （Ｍａｒ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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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不同采集方法的仪器技术参数及信号对比

２ １　 海域与陆域地震仪主要技术参数对比
地震仪器的频带宽度、动态范围和灵敏度等主要技

术参数对地震信号有效采集起决定性作用．理想情况下，
频带越宽所采集的信号频率越全；动态范围越大越能确
保信号不失真；而灵敏度越高有助于记录到更微弱的振

动．但仪器技术指标的提高往往对应更高的成本．为此，
实际研究通常需要根据观测信号特点选用具有不同技术参
数的地震仪器．这里列出了海域不同采集方法所使用的地
震仪器主要技术参数（表１）．相比于动态范围和灵敏度两
个指标而言，频带宽度与分辨率和探测深度的关系更密切，
所以这里侧重介绍海域不同采集方法所使用仪器的频带
宽度．

表１　 陆域海域宽频地震仪主要技术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ｐｈｓ

采集方式／代表性地震台站 频带范围 动态范围／ ｄＢ 灵敏度 置放深度
陆基／陆地地震台 ０ ００２８ ～ １００ Ｈｚ ＞ １６７ １，５００ Ｖ ／ ｍｓ －１ 陆域浅埋
埋入式／永久地震台 ０ ００３ ～ ５ Ｈｚ（ＫＳ５４０００） ＞ １４３ ２，４００ Ｖ ／ ｍｓ －１ ＜ １００ ｍ（井下）

沉底式／海底地震仪ＯＢＳ ０ ００８ ～ １００ Ｈｚ ＞ １４２ － １６２ ｄＢ ｒｅ：１ Ｖ ／ μＰａ ＜ ６０００ ｍ（水下）
漂浮式／潜标地震仪ＭＥＲＭＡＩＤ ０ １ Ｈｚ ～ ５０ ｋＨｚ（ＯＳＥＡＮ） — － １９８ ｄＢ ｒｅ：１ Ｖ ／ μＰａ ＜ ３０００ ｍ（水下）
非常规／海底光纤地震仪 ３ ～ ８００ Ｈｚ ＜ ９４ ３９ ｄＢ ｒｅ：ｒａｄ ／ ｇ 不限

注：陆地地震仪数据主要根据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ｇｕｒａｌｐ． ｃｏｍ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ｓｕｒｆａｃｅ中列举的主流摆式地震仪参数综合得出；埋入式永久地
震台数据来自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ｇｅｏｉｎｓｔｒ． ｃｏｍ ／ ｋｓ５４０００ｃ． ｈｔｍ；ＯＢＳ 数据来自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ｇｕｒａｌｐ． ｃｏｍ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ｏｃｅａｎｂｏｔｔｏｍ
ｓｅｉｓｍｏｍｅｔｅｒｓ和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ｐａｓｓｃａｌ． ｎｍｔ． ｅｄ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ｓｅｎｓｏｒｓ ／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ｓｅｎｓｏｒｓ；潜标地震仪数据来自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ｏｓｅａｎ． ｆｒ ／ ｐｄｆ ／ ｏｓｅａｎ＿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ｒ＿Ｖ１． ｐｄｆ和丁巍伟等（２０１９）；光纤地震仪数据参考自陈瑛和宋俊磊（２０１３）和
Ｍａｒｒａ等（２０１８）．

　 　 海域地震仪器主要从陆域地震仪器发展而来，所以先从
介绍陆域地震仪频带宽度参数入手．依据频带范围，陆域地
震仪一般分为高频、宽频和甚宽频等几大类（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ｇｕｒａｌｐ． ｃｏｍ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ｓｕｒｆａｃｅ）．高频地震仪主要用于浅层高
分辨率地震勘探；宽频地震仪主要用于震源及深部结构研
究；甚宽频地震仪更适合于采集包括地球自由振荡等在内的
长周期信号．可见，陆域地震仪器频带跨度非常大．海域地震
仪器也具有类似的频带跨度，但不同采集方法所使用的地震
仪器频带宽度却有所差别．如前所述，钻孔埋入式采集方法
常用于建设永久地震台站，所以常采用甚宽频地震仪以确保
可以采集到长周期信号．比如Ｓｔｅｐｈｅｎ等（２００３）展示的深孔
埋入式地震波形记录（图５）就来自于型号为ＫＳ５４０００的甚
宽频地震记录仪．沉底式ＯＢＳ采集方法主要使用宽频地震
仪．漂浮式采集方法主要通过水听器采集主频在１ Ｈｚ左右
的压缩波（Ｐ波）信号，所以不需要采集太低频的信号．比如
图６所示的ＭＥＲＭＡＩＤ地震波形就来自于ＯＳＥＡＮ水听器，
其频带宽度为０ １ Ｈｚ ～ ５０ ｋＨｚ．光纤地震仪理论上具有频带
宽度更宽、动态范围更大以及灵敏度更高等优势，但目前技
术还不够成熟（黎芳等，２００８），其性能接近甚至逊于常规
陆域地震仪，实际频带宽度与高频地震仪相似（３ ～ ８００ Ｈｚ）．
２ ２　 不同采集方法的信号对比

显然采集方法的不同以及所使用仪器技术参数的不同均
会导致所采集地震信号的差异，了解这些信号差异反过来有助
于推动地震仪器的改进以及天然地震信号处理技术的完善，所
以接下来对海域不同采集方式获取的地震记录实例进行对比．

图５显示了海域钻孔埋入式地震台与沉底式ＯＢＳ记录
到的同一个地震的三分量波形对比情况．可以看出，钻孔深
埋永久地震台记录的地震波形在三个分量（东西分量Ｅ、南

北分量Ｎ和垂直分量Ｚ）上信噪比都很高，所记录的震相（Ｐ
波、Ｓ波、Ｒｇ面波或Ｌｖ面波）也很完整．海底ＯＢＳ地震台虽
然也能采集三分量波形，但水平分量（Ｅ、Ｎ）的噪声水平明显
高于垂直分量（Ｚ），甚至淹没了Ｐ波震相．所以ＯＢＳ记录的
地震资料处理难度更大，信号处理技术要求更高．

图６显示了海域沉底式ＯＢＳ记录的一个三分量波形与
漂浮式ＭＥＲＭＡＩＤ采集的同一地震的垂直分量地震波形的
对比情况．海底ＯＢＳ采集的地震记录与图５中的情况类似，
即在水平分量（Ｅ，Ｎ）上的信噪比明显低于垂直分量（Ｚ）．虽
然在Ｐ波和Ｓ波到达前后，水平分量上的噪声较强，但经过
一定的滤波处理之后仍然有望提取到Ｐ波和Ｓ波信号．而且
水平分量上也可以识别到非常明显的面波（Ｒｇ ／ Ｌｖ）．漂浮式
ＭＥＲＭＡＩＤ只能记录到垂直分量上的Ｐ波．与ＯＢＳ垂直分量
Ｐ波信号对比可以看出，对矩震级（ＭＷ）７ ５级的地震，
ＭＥＲＭＡＩＤ记录的Ｐ波信号还是比较清晰．所以ＭＥＲＭＡＩＤ
采集的数据只适合于以Ｐ波作为观测的分析处理．

图７显示了海底光纤与两端陆基地震仪记录的一个ＭＬ
３ ４级地震的南北分量波形．光纤地震仪记录的波形（桔色）
与陆基地震仪记录的波形（蓝色）非常相似．光纤地震仪记
录的Ｐ波受噪声干扰较强，但依然可识别；Ｓ波震相非常清
晰，与陆基地震仪记录的Ｓ波信噪比相当．利用单条光纤的
地震记录可以确定震源到达光纤的垂直最短距离点，利用两
条光纤的地震记录即可确定震源位置，利用多条光纤地震记
录可以确定震源深度（Ｍａｒ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所以海底光纤地
震仪可以极大提高对海洋地震本身的监测（即确定发震时
间、震源位置和震级三要素）能力，而且有望成为广袤海域的
深部结构探测的珍贵观测资料的来源（目前该方向研究尚处
于初期试验阶段）．

２２２２



　 ２０２２，３７（５） 臧虎临，等：海域天然地震资料采集方法综述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３　 各方法优缺点对比

海域深部结构探测程度与海域天然地震采集技术的发
展密切相关．目前海域天然地震探测中所采用的主流地震资

料采集方法包括：深孔埋入式永久地震台、沉底式海底地震
仪（ＯＢＳ）、漂浮式潜标地震仪（ＭＥＲＭＡＩＤ）以及海底光纤地
震仪等．通过对这几种采集方法原理和信号质量的对比，可
见不同采集方法的主要指标有所不同，具体见表２．

表２　 不同海域天然地震采集方法主要指标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采集方式／代表性地震台站 适用海域 布设方式 布设成本 信噪比 运行时间 震相 探测维度
埋入式／永久地震台 浅海 散点 高 优 不限 完整 １Ｄ，３Ｄ

沉底式／海底地震仪ＯＢＳ 浅海 阵列 低 适中 短 完整 ２Ｄ，３Ｄ
漂浮式／潜标地震仪ＭＥＲＭＡＩＤ 深海＋浅海 散点 较低 较低 不限 强震Ｐ波 ３Ｄ

非常规／海底光纤地震仪 深海＋浅海 — 极低 良好 不限 应变（率） １Ｄ

　 　 各方法中，埋入式地震采集方式的突出优点在于所采集
的地震资料信噪比最高，缺点在于其布设成本高，所以它适
合于大间距的海域固定地震台网建设，可用于一维或低分辨
率三维海域深部结构探测．沉底式采集方式的突出优点在于
其简单易行的投放方式，缺点在于其连续运行时间有限且存
在仪器无法回收的风险，所以它适合于小范围短时间的密集
阵列部署，可用于二维或三维高精度结构探测．漂浮式采集
方式的独特优势在于其适合于深海投放，可以有效弥补深海
探测空白，缺点在于只能记录强震Ｐ波振相，所以适合于开
展全海域三维体波速度结构探测．非常规海底光线地震仪优
点在于成本极低，缺点在于主要反映光纤的整体应变（率），
所以横向分辨率有限，适合于海洋地震监测或海啸预警．
４　 结论与展望

海域地震采集各自方法的缺点为今后海域天然地震探
测需要克服的努力方向．这些方向包括：攻克深海钻探技术
难关，降低埋入式地震采集站点建设成本，改善海域固定地
震台站数量偏少、分布不均的现状．努力将水下滑翔器作为
中继站的构想变成现实，彻底解决海底地震台与卫星的通讯
问题；发展超长蓄电技术，解决海底地震仪持续供电和仪器
无法回收等问题．探索从漂浮式地震记录中的海水“混响”
噪声中分离有效信号的地震资料处理技术，提高地震资料利
用率．发展光纤地震信号分析新技术，满足光纤地震信号为
海域深部结构探测服务的需求．相信这些问题解决后，将极
大地推动海域天然地震探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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