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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0+12!3! ! #//-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地震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4*,12,##&# 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负责起草% 云南省地震局& 广东省地震局& 甘肃省地震局&

山西省地震局&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地震局& 江苏省地

震局& 福建省地震局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温瑞智& 崔建文& 李山有& 李小军& 任叶飞& 卢大伟& 徐扬& 王湘南& 于海

英& 叶春明& 白立新& 李佐唐& 杨伟林& 朱海燕& 马强& 杨大克& 冯义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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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震动观测技术规程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强震动观测的台站要求& 观测专用设备技术要求& 观测系统设备安装要求& 观测数

据处理管理& 观测台网运行维护和管理等$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级& 省 "或区域# 级和市县级地震部门开展的强震动观测工作% 以及强震动观

测台网的运行维护和管理$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12!/"数字强震动加速度仪

.+12!("地震台站建设规范"强震动台站

$"术语和定义

0+12##-) ! #/!/& 0+12!$-)$ ! !--#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强震动"*+,-./ 0-+1-.

地震或爆破等引起的场地或工程结构的强烈震动$

(.+12!/ ! #/!'% 定义 $3!)

$%#

自由场地"2,3321345

不受周围工程结构振动影响的空旷场地$

$%$

固定台站"63,07.3.+*+7+1-.

在确定的地理位置长期布设的强震动观测台站$

$%&

流动台站"0-8143*+7+1-.

一定时期内临时布设的强震动观测台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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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台阵"*6391741:357,,7;

若干个强震动台站组成服务于特定观测对象的强震动观测系统$

$%(

台网中心"*+,-./ 0-+1-.-8*3,<7+1-..3+=-,>93.+3,

对所辖的台站或台阵进行日常仪器维护管理& 数据汇集& 分析处理的管理部门$

$%)

强震动台网"*+,-./ 0-+1-.-8*3,<7+1-..3+=-,>

若干固定台站或专用台阵以及台网中心组成的强震动观测系统$

$%*

加速度传感器性能检查"2?.9+1-.74+3*+2-,799343,-03+3,

利用记录器的脉冲信号测试加速度传感器的自振频率和阻尼特性$

$%+

仪器墩"799343,-03+3,613,

安装加速度传感器的墩体$

$%!,

观测室"-8*3,<7+1-.8?1451./

安放强震动观测设备和数据处理设备的建 "构# 筑物$

$%!!

仪器极性"6-47,1:7+1-.

观测数据的正负值的定义$

$%!#

观测专用设备"*6391741:351.*+,?03.+7+1-.*

由加速度计& 数据采集记录器& 配套软件等组成可以用来开展强震动观测的设备$

$%!$

观测系统设备"-8*3,<7+1-.1.*+,?03.+7+1-.*

观测系统设备包括加速度传感器& 记录器& 授时天线& 通信设备& 供电设备& 避雷设备和其他辅

助设备$

&"观测台站要求

&%!"强震动台站建设应遵循.+12!( 的规定$

&%#"应在观测室外部的显著位置使用标志标牌明示强震动台站名称& 安全警示等信息$

&%$"台站建设完成后% 应按照附录*规定的格式编写建台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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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专用设备技术要求

'%!"加速度传感器和强震动记录器指标及其测试应遵循.+12!/ 的相关规定$

'%#"台站监控管理软件应具备对加速度传感器和强震动记录器进行远程访问& 检查运行状态& 设置或

修改运行参数等基本功能$ 记录分析处理软件应具备多种数据格式的加速度记录的常规处理功能% 包

括计算校正的加速度& 速度和位移时程& 反应谱& 傅里叶谱等$

'%$"台网数据管理与服务软件宜具备网络数据库管理的功能$

'%&"仪器检测软件宜具备自动采集加速度传感器和强震动记录器的数据检测功能$

("观测系统设备安装要求

(%!"在自由场地的仪器墩应设置地理 *北+ 标志% 标志牌指向误差应小于 !5$

(%#"加速度传感器及内置加速度传感器的记录器应严格按照方位标志牌锚固在仪器墩上$ 无内置加速

度传感器的记录器也应稳固放置$

(%$"除专用台阵外% 自由场地台站应按照仪器生产厂家规定的要求将加速度传感器的两个水平测量分

量方向分别对准地理北南和东西方向% 偏差应小于 #5$

(%&"应检查并确保布线符合设计要求% 保证连接牢固可靠$

(%'"授时天线应安装在室外离地面高度 # 6以上的开阔位置% 保证同时接收到 % 颗以上卫星信号$

(%("应采取必要的防雷措施% 自由场地的土层场地台站的地网电阻宜小于 %

#

% 基岩台站宜小于

!/

#

$

(%)"安装后应检验运行参数的设置$

(%*"应检查和确认各通道的极性$ 自由场地的台站各通道极性应满足表 ! 的规定$

表!"观测仪器极性定义

第一通道 第二通道 第三通道

东西向 北南向 竖向

以东为正% 以西为负 以北为正% 以南为负 以上为正% 以下为负

(%+"应检查加速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零位是否满足规定的要求% 应在满量程的 /3!7以内$

(%!,"应进行远程通信连接试验$

(%!!"应进行授时系统校对检查$

(%!#"应按仪器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方法设置工作参数$ 事件记录的采样率不应小于 #// 484, 事件前

后预存时间不应小于 $/ 9, 仪器触发方式宜采用阈值触发% 触发阈值宜取为 /3//# !

:

!

/3//' !

:

$

(%!$"应对仪器进行性能检查和人工触发试验% 确保仪器工作正常$

(%!&"观测系统设备安装检验完成后% 应将相关情况写入建台报告% 具体要求见附录*$

)"观测数据管理

)%!"原始数据

)%!%!"强震动台网中心获得原始数据后% 应立即复制备份并将原始数据永久保存$

)%!%#"强震动台网中心应确认相应的地震事件% 对台站原始记录初步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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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原始数据应由包含地震信息与台站信息的元数据和台站仪器记录到的事件波形数据组成$

)%#"元数据

)%#%!"强震动台网中心负责编辑本管辖台站的元数据$

)%#%#"地震元数据应包含地震名称& 发生时间& 经纬度& 震级& 震源深度等信息$

)%#%$"台站元数据应包含台站名称& 代码& 经纬度% 台址的场地资料$

)%#%&"记录元数据应包含加速度& 速度和位移记录的最大值& 记录时长& 采样率等信息% 以及记录

文件编号和相应的存储光盘编号等$

)%#%'"强震仪器元数据应包含仪器型号& 序列号& 主要性能指标和参数值等$

)%$"记录报告

)%$%!"强震仪器在触发后% 应及时回收强震动记录% 并按照附录+规定的格式填写观测记录报告单$

)%$%#"应定期编写强震动记录分析报告$

)%$%$"在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应编辑强震动记录专集$

)%&"数据处理

)%&%!"强震动观测数据应进行常规处理% 生成未校正加速度记录& 校正加速度记录& 速度记录& 位

移记录$

)%&%#"应对台站获得的原始数据按规定格式生成包括头段数据和记录波形数据两部分的未校正加速

度记录% 并以*4,;;码给出% 对加速度波形数据本身不做任何校正处理$

)%&%$"应对未校正加速度记录波形数据进行零基线和仪器频率响应校正% 生成校正加速度记录$ 校

正加速度记录包括头段数据和加速度波形数据两部分% 并以*4,;;码给出$

)%&%&"宜对校正加速度记录波形数据进行积分计算处理% 生成速度记录和位移记录$ 速度记录应包

括头段数据和速度波形数据两部分% 位移记录应包括头段数据和位移波形数据两部分% 并以 *4,;;码

给出$

)%&%'"宜对校正加速度记录计算 & 个阻尼比值 "/3//&% /3/#% /3/&% /3!% /3## 的反应谱% 包括相

对速度反应谱& 相对位移反应谱& 绝对加速度反应谱& 拟速度反应谱& 动力放大系数谱% 生成包括头

段数据和反应谱数据文件% 并以*4,;;码给出$

)%&%("宜对校正加速度记录计算傅里叶谱% 生成包括头段数据和谱值数据的傅里叶谱数据文件% 并

以*4,;;码给出$

*"观测台网的运行维护和管理

*%!"试运行要求

*%!%!"新建强震动观测台网的试运行时间宜为 $ 个月$ 可根据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适当延长$

*%!%#"试运行期日常工作应对台站进行现场检查和远程通信监控% 利用天然地震或人工触发方式检

验台站观测仪器系统的运行状况% 并按照附录,& 附录 .的要求详细填写远程通信检查表和台站现场

检查表$

*%!%$"台站强震动记录器远程连接通信应保持通畅% 实现对台站设备状态的监控检查$

*%!%&"专用软件应满足设计要求% 正常运行$

*%!%'"应按照本标准规定处理试运行期间的事件数据$

*%!%("应妥善保存完整的试运行期间查台表格& 原始观测数据和常规处理结果等资料% 并编写试运

行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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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运行维护和管理

*%#%!"台站应定期进行检查% 包括通信检查和现场检查$ 每月远程通信检查至少一次% 每年现场常

规检查至少一次% 检查后应按照附录,& 附录.的规定填写台站检查表$

*%#%#"远程通信检查包括仪器参数设置& 触发事件数目& 加速度传感器零位电压& 定时设备状态&

电池电压& 功能测试等内容$

*%#%$"台站现场常规检查包括加速度传感器& 记录器& 供电系统& 避雷系统& 观测环境等内容$

*%#%&"当仪器出现故障且不能现场修复时% 应安装备用设备$

*%#%'"对地震活动性增强和已发布短临预报的地区% 应及时缩短台站现场检查的时间间隔$

*%#%("台站监控区内发生 & 级以上地震后% 应立即前往台站进行设备检查维护% 回收记录$

*%#%)"遇有特殊情况 "如暴雨& 洪水# 或获知台站仪器发生故障时% 应立即前往台站进行处理$

*%$"台网中心运行维护和管理

*%$%!"强震动观测台网中心应建立值班制度% 负责台网的日常维护及台站远程检查$

*%$%#"强震动观测台网中心应进行日常维护和定期维护% 主要包括系统的工作环境& 机房的环境等$

*%$%$"强震动观测台网中心设备出现故障应 #% <内响应% 并及时采取措施排除故障$

*%$%&"强震动观测中心运行管理日志应记录台网中心设备运行维护情况% 并记载故障的部位& 性质&

排除故障所用时间& 方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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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规范性附录"

台站建设报告格式和要求

-%!"台站建设报告的框架

台站建设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 概述,

># 台站位置和场地条件,

?# 观测室与仪器墩,

@# 仪器设备,

A# 安装与测试,

B# 建台人员和日期$

-%#"概述

*概述+ 应简要描述台站建设的依据& 观测目的和台站建设过程$

-%$"台站位置和场地条件

*台站位置和场地条件+ 应包括下列内容'

=# 台站的地理位置& 经纬度和高程% 应附有地质构造图& 交通路线图,

># 台址地震地质构造背景和场地条件% 包括台址所在地区的地震地质构造和活动断层分布& 场地

地层岩性描述& 场地土动力学参数等$

-%&"观测室与仪器墩

*观测室与仪器墩+ 应包括下列内容'

=# 观测室的有关资料% 包括设计施工图纸& 室内布置照片和观测室全貌照片,

># 对布设在建筑结构内的台站% 应说明建筑结构的类型& 高度和层数& 建筑年代& 设防标准等%

并应附有结构简图,

?# 仪器墩的图纸,

@# 多测点台站的测点位置分布图$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 应包括下列内容'

=# 台站的主要仪器设备及观测系统框图,

># 强震动观测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

?# 通信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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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测试

*安装与测试+ 应包括' 仪器安装过程& 参数设定描述& 通信测试等内容$

-%)"建台人员和日期

*建台人员和日期+ 应包括' 建台工作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名单% 建台完成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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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规范性附录"

强震动观测记录报告单格式及内容

强震动观测记录报告单格式及内容见表+3!$

表"%!"强震动观测记录报告单

台站名称 台站代码

台站经度

"5#

台站纬度

"5#

台站高程

6

测点位置

记录器编号 记录器型号

加速度传感器编号 加速度传感器型号

场地类型 观测对象

地震时间= 震级

震中经纬度 震中地点

震中距

C6

震中烈度

震源深度

C6

原始事件名

通道 观测方向
灵敏度

!

:

1D

最大加速度

?619

#

记录时长

9

备注

重要记事

检查人员

日期

""

=地震时间格式为EEEE66@@<<6699表示年月日时分秒% 例如汶川地震% 表示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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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远程通信检查记录表格式及内容

远程通信检查记录表格式及内容见表,3!$

表A%!"远程通信检查记录表

台站名称 台站代码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事件数 存储卡剩余容量

内部电池电压 外部电池电压

零位电压

6D

通道 ! # $ % & '

检查电压

功能测试 授时状态

记录回收
文件

文件

参数修改 事前时间 事后时间 触发阈值 42*1F2* 触发比

原设置

修改值

检查结束后仪器状态 数据采集 退出通信

重要记事

检查人员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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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规范性附录"

台站现场常规检查表格式及内容

台站现场常规检查表格式及内容见表.3!$

表!%!"台站现场常规检查表

台站名称 台站代码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事件数 存储卡剩余容量

内部电池电压 外部电池电压

充电电压 充电设备状态

零位电压

6D

通道 ! # $ % & '

检查电压

调整后电压

标定试验 人工触发试验 授时状态

记录回收
文件

文件

参数修改 预存时间 延续时间 触发阈值 42*1F2* 触发比

原设置

修改值

观测室环境
内部

外部

检查结束后仪器状态 数据采集 退出现场通信

故障及处理

重要记事

报告人员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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