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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构造活动震源所引起的地面震动通常被看成是地震记录中的噪声信号，此类噪声与微震或非火山震颤等

弱构造活动信号往往在时间域或频率域都难以区分，从而会影响利用常规方法对弱构造活动信号的识别与检测．

即使利用最新的机器学习方法对微地震信号检测，若缺乏对噪声信号特性的了解，也会对监督模型的训练产生不

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剖析地震噪声信号，理解其特征属性，以及背后可能的物理震源．本研究中，我们利用一个

布设于华北东部地区的短周期密集观测台阵，使用犓ｍｅａｎｓ算法聚类分析不同类型的地震噪声信号．分析表明密

集台阵可以观测到６类噪声信号，噪声来源包括轨道交通、风和附近的电力输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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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现代先进的地震计具有较宽的动态范围，可记

录来自一系列震源的震动信号，包括与板块构造运

动相关的信号，如地震事件（Ｒｏｓ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７）、火

山喷发和非火山活动震颤信号 （Ｅｉｂ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Ｓｈｅｌｌ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以及非构造活动的震源，如海

水波动（ＧｅｒｓｔｏｆｔａｎｄＴａｎｉｍｏｔｏ，２００７）、风（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ＴａｎｉｍｏｔｏａｎｄＶａｌｏｖｃｉｎ，２０１５）、公路和铁路

交通产生的地面运动信号（ＲｉａｈｉａｎｄＧｅｒｓｔｏｆｔ，２０１５；

刘磊和蒋一然，２０１９；李丽等，２００４；徐善辉等，

２０１７）．本文将由非构造活动引起的地面震动信号统

称为地震噪声信号．

近十多年来，许多先进的算法被提出来用于微

地震或者震颤事件的检测（ＡｇｕｉａｒａｎｄＢｅｒｏｚａ，２０１４；

ＭｅｎｇａｎｄＢｅｎＺｉｏｎ，２０１８ｂ；ＲｅｙｎｅｎａｎｄＡｕｄｅｔ，２０１７；

Ｒｏｓ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Ｙｏ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赵明等，２０１９），

但这些算法在实际应用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如在某

些观测环境下，地震噪声信号的波形和微地震事件

非常相似，甚至噪声信号的振幅可能大于２级以下

的微地震事件信号（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Ｗｉｔｈｅｒｓ

ｅｔａｌ．，１９９６），由地震噪声引起的地震事件的误检

可能会对我们理解地震活动机理产生较大的影响

（Ｉｎｂａ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１）．进入２１世

纪以来，由地震噪声场获取的面波经验格林函数被

广泛应用于地下结构成像或者动态监测，而经验格

林函数的计算精度取决于噪声源空间分布是否相对

均匀（Ｂｅｎ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Ｓｈａｐｉ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因此了解噪声的特征与噪声源的时空分布对计算经

验格林函数至关重要．现在广泛使用的以微地震识

别与去噪为目的开发的监督类机器学习算法，需要

正确标注的地震事件和噪声信号作为标签进行学习

训练获取可靠分类器或回归函数（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因此，为了正确处理地震记录，有必要对噪声

信号的组成及其可能的物理来源开展详细的研究．

然而，传统的噪声信号分类主要聚焦于简单的时间

（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频率域特征分析（Ｄíａｚ，

２０１６；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ＭｅｎｇａｎｄＢｅｎＺｉｏｎ，

２０１８ａ；ＲｉａｈｉａｎｄＧｅｒｓｔｏｆｔ，２０１５；Ｓｕｒｉａｃｈ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或者统计散点图分析（Ｍ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针对密集台阵记录的海量连续波形数据，近些年发

展起来的机器学习算法为我们研究噪声信号提供了

非常有力的手段．Ｊｏｈｎｓｏｎ等（２０２０）针对一个布设

于郊区位置的单分量密集台阵数据，利用无监督聚

类算法识别出了几种与风扰动灌木丛或建筑物有关

的噪声信号；Ｓｎｏｖｅｒ等（２０２０）则针对布设于城市区

域的密集台阵数据，采用深度自动编码器来识别与

城市活动有关的噪声信号．

机器学习是一种数据驱动的技术，大部分机器

学习算法可被划分为监督学习（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与无监督学习（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类算法．前者

通过分析大量标签（Ｌａｂｅｌ）数据中的特征，建立数据

与模型之间隐含的非线性关系（Ｂｉｓｈｏｐ，２００６）．而

后者则无需标注样本，通过算法自身来挖掘数据与

模型之间的潜在关系（Ｍｏｕｓａｖ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Ｙｏ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鉴于我们事先未知噪声信号的组成

或者标签，所以无监督类方法更适合本论文的研究

问题．

无监督学习算法中聚类和降维是两种比较常用

的简单算法，其原理是根据相似性分别将输入样本

进行聚类以及对输入数据进行降维处理，以获取样

本的分布规律与主要特征．常见的聚类算法有犓

ｍｅａｎｓ、ＤＢＳＣＡ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ｎｏｉｓｅ）等算法．其中，犓ｍｅａｎｓ算

法按照聚类中心与样本之间的距离对样本进行聚

类，最终使得簇内的样本足够紧密，簇间样本足够分

离（Ｊ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２０１７）．犓ｍｅａｎｓ算法的聚类效果

依赖于聚类簇中心的初始化，同时需要在聚类前对

聚类簇个数进行假定．而ＤＢＳＣＡＮ聚类算法则通过

在特征空间中不断寻找样本点分布密集的区域来对

样本进行聚类成簇（Ｅ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因此不需

要先验地设定簇的个数，但缺点是相对于犓ｍｅａｎｓ

算法而言运行速度较慢．常用的降维算法包括主成

分分析法（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狋

ＳＮＥ（狋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等算法．其中，ＰＣＡ算法的原理是通过分析样本的

特征，去除噪音与不重要的特征，保留最重要的特

征，以实现提升数据处理的速度．处理上相应地将狀

维特征映射到犽（＜狀）维上，也就是将原有狀维特征

空间进行线性组合构建新的具有正交性（不相关）的

犽维特征，被称为主成分（ＪｏｌｌｉｆｆｅａｎｄＣａｄｉｍａ，２０１６）．此

方法是一种线性变换手段，通常不易对旋转后的特

征做物理解释．狋ＳＮＥ方法则是一种非线性降维算

４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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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能够有效地将高维数据映射到二维或者三维空

间中，非常适合高维数据的可视化（ｖａｎｄｅｒＭａａｔｅｎ

ａｎｄＨｉｎｔｏｎ，２００８）．

利用布设于华北东部地区郯庐断裂带潍坊段的

密集台阵观测数据（图１），我们使用便捷高效且被

广泛应用的犓ｍｅａｎｓ算法（Ｊａｉｎ，２０１０；Ｗ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ＸｕａｎｄＷｕｎｓｃｈ，２００５）来聚类分析不同类别

的地震噪声信号．此台阵布设于郯庐断裂带上的一

个地震空区位置，目标是获取地震空区内的微地震

活动性与郯庐断裂带下方的精细结构．因此，本论文

关于此区域噪声信号特征的研究对空区内的微地震

识别与检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１　郯庐断裂带潍坊段密集观测台阵

共计３００个短周期台站，台站平均间距约５ｋｍ．台阵北部区域城市化程度较高，南部区域以山区为主，图中道路交通线密集的

范围代表城镇区域．本文定义列的索引为［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Ｊ］，行的索引为［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ＡＢＣＤＥ］，

台站的名称由行和列的索引决定，如台站ＳＰＭＮ表示位于第犕 行犖 列位置处的台站．

Ｆｉｇ．１　ＤｅｎｓｅａｒｒａｙｄｅｐｌｏｙｅｄａｔｔｈｅＷｅｉｆａ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ａｎｌｕＦａｕｌｔ

Ｉ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３００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ｐａｃｉｎｇｏｆ～５ｋｍ．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ａｒｒａｙｃｏｖｅｒｓｍｏｒｅ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ｅａｓ，ｗｈｉｌｅｉｔ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ｗｉｔｈｈｉｌｌｓａｎ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ｎｄａｒｅａｓｗｉｔｈｄｅｎｓｅｒｏａｄｌｉｎｅ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

ｍａｊｏｒ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ｏｗｎｓ．Ｔｈ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ｅｘｉｓ［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Ｊ］，ａｎ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ｅｘｉｓ［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ＡＢ

ＣＤ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ａｍ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ｉｔｓｌ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ＭＮ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ｌｉｎｅ犕ａｎｄｃｏｌｕｍｎ犖．

１　台阵概况和数据选取

我们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一个布设于郯庐断裂带

潍坊段的短周期密集台阵（以下简称密集台阵），台

阵的地理坐标范围为３６．２°Ｎ—３７．０°Ｎ，１１８．５°Ｅ—

１１９．９°Ｅ，包含３００个短周期台站（ＥＰＳ便携式数字

地震仪，频带范围为５ｓ～２００Ｈｚ），台站平均间距约

为５ｋｍ（图１），以每秒２００个采样点（２００Ｈｚ），从

２０１７年８月至１０月，连续采集了３个月的三分量

波形记录，我们只选取了运行稳定的９月份的垂向

分量连续波形记录进行分析．密集台阵以潍坊市为

中心，同时覆盖其它较大城市，包括昌邑市和寿光

市．总体上，人口分布密集的城市区域主要位于台阵

的北部，而南部则以农村或山区为主．此密集台阵为

我们在城市农村混合的复杂环境下，研究地震噪声

信号的识别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

２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过程如图２所示，我们首先对连续波

形进行１Ｈｚ的高通滤波处理，然后，从国家地震数

据中心（ｈｔｔｐ：∥１０．５．１６０．１８／）收集２０１７年９月１

日至３０日时间范围内的地震目录，共包含１８７个近

震事件，９个 犕４＋的区域地震事件（震中距小于

２０００ｋｍ），和９９个犕５＋的远震事件（震中距大于

５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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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数据处理流程

Ｆｉｇ．２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００ｋｍ）．针对这些地震事件，我们利用Ｔａｕｐ程序

（Ｃｒｏｔｗｅｌ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９）计算它们在各个台站上的

直达Ｐ波到时，并以此到时为中心，将－６０～＋６０ｓ时

间范围内的记录直接从连续波形中剔除．在这里我

们假设区域地震和远震中的高频横波和面波成分经

过长距离的衰减后可以忽略不计．然后，我们将剩余

的连续波形裁剪分段，每个波形片段的长度为２ｓ，

共计５０，８５８，２０７个波形片段数据（波形样本）．

针对波形样本，我们首先进行了去除线性趋势

和均值的预处理，然后，借鉴以往的分析波形特征来

识别地震信号的思路（Ｋüｐｅｒｋｏ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对

高频噪声信号（１～１００Ｈｚ）的样本波形进行相应的

特征提取并根据这些特征进行分类．我们提取了基

于信号能量（Ｈｕｌｂ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ＲｏｕｅｔＬｅｄｕｃ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和频谱（Ｈａｍｍ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Ｍｏｕｓａｖ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的７个特征（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表

１）来处理噪声信号的分类问题，这些特征也常被用

于地震事件检测．其中，波形的平方积分代表的是波

形片段的能量特征．平方积分和最大振幅特征可以

被用来区分具有不同震动强度的噪声信号．谱峰频

率和中心频率特征描述了噪声信号的主要频率成

分．过零率和谱峰率来自于语音信号处理领域．其

中，过零率指每帧信号中，信号通过零点（本文指向

上过零率，对应于振幅从负变为正）的次数．而谱峰

率指信号峰值出现的次数．这２个特征在语音识别

和音乐信息检索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主要用于

敲 击声音的分类（如Ｋｏｎｉａｒ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Ｍｏｏｎ

表１　描述地震噪声的７种数据特征

犜犪犫犾犲１　犔犻狊狋狅犳７犱犪狋犪犳犲犪狋狌狉犲狊犲犿狆犾狅狔犲犱

犻狀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狕犻狀犵狊犲犻狊犿犻犮狀狅犻狊犲

特征描述 计算公式 备注

犡１ 平方积分 ∫狓（狋）
２ｄ狋

狓（狋）表示２ｓ的

波形记录

犡２ 最大振幅 ｍａｘ（犉狓）

犡３ 谱峰频率 犳［ａｒｇｍａｘ（犉狓）］
犉狓 表示振幅谱

犡４ 中心频率 ∑犳犻×犉狓犻／∑犉狓犻 犳犻表示频率

犡５ 信号带宽 ∑（犳犻－犳ｃｅｎｔｅｒ）
２／∑犉槡 狓犻 －

犡６ 过零率 ∑ω
２犉２狓犻／∑犉

２

槡 狓犻

犡７ 谱峰率 ∑ω
４犉２狓犻／∑ω

２犉２槡 狓犻

ω表示角频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我们进一步将样本数据集以９∶１的比例划分

为训练样本集和测试样本集，数量分别为４５７７２３８６

和５０８５８２１个．为了保证样本各个特征处于同一量

级，我们对各个特征采用标准化处理，以确保每个特

征的均值为０，方差为１．训练数据集的特征散点图

（一种数据可视化方法，即将任意一个特征作为狓

轴，另一个不同的特征作为狔轴）和特征协方差矩

阵分别如图３和图４ａ所示．特征协方差矩阵犆的定

义为

　　犆＝

ｃｏｖ（犡１，犡１） … ｃｏｖ（犡１，犡７）

  

ｃｏｖ（犡７，犡１） … ｃｏｖ（犡７，犡７

烄

烆

烌

烎）

， （１）

　ｃｏｖ（犡犻，犡犼）＝
１

犖∑
犖

狀＝１

（犡犻－珡犡犻）（犡犼－珡犡犼）， （２）

其中，犡犻 向量表示样本的第犻个特征，珡犡犻 为其均

值，犖 为总样本数．从图３和图４ａ可以看出，多个特

征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性，如中心频率和过零

率．样本特征间的相关性不仅会导致样本信息冗余，

也不利于聚类迭代过程中损失函数的收敛．针对此

问题，我们首先求取特征协方差矩阵（图４ａ）的本征

值，分别为λ１＝３．８９，λ２＝１．６４，λ３＝１．０５，λ４＝０．

２４，λ５＝０．１３，λ６＝０．０３，λ７＝０．０２．可以看出，前５个

特征占有样本信息量的９９．２９％，因此，我们选取了

前５个主要本征值对应的本征向量来构建独立样本

特征空间，即进行特征协方差矩阵的主成分分析．我

们以前５个主要本征值对应的本征向量为新特征，

也即将原始的７维特征空间旋转至５维新的特征空

间（犡′１!犡′５）．针对５个新特征，我们同样进行了去均

值、方差归一化的标准化处理．新特征的散点图和协

方差矩阵分别如图５和图４ｂ所示，两者均显示旋转

６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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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原始７维特征空间中的数据分布

（ａ１）—（ａ２１）由任意２个样本特征组合所得到的２１种数据分布，部分样本特征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如图（ａ１３）中的过零率和

中心频率．（ａ２２）—（ａ２８）７个样本特征的频率直方图．所有的特征已做去均值和方差标准化处理．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７ｄ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ａｃｅ

（ａ１）—（ａ２１）ｓｈｏｗｔｈｅ２１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ｄｏｍａｉｎｓｏｆｔｗｏ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ｔｉｓｃｌｅａｒ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ｓｔｒｏｎｇ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ｚｅｒｏｕｐ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ａ１３）．（ａ２２）—（ａ２８）ｓｈｏｗ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７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ｌｌ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ｒ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ｂｅｉｎｇｒｅｍｏｖｅｄ．

７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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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样本特征的协方差矩阵

（ａ）原始７维空间中的样本特征协方差矩阵；（ｂ）新的５维空间中样本特征协方差矩阵．图（ａ）的协方差矩阵存在较大的非对角元素，

表明部分原始特征间存在较强线性相关性，而在图（ｂ）的协方差矩阵中不存在这种现象．

Ｆｉｇ．４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ｅ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７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ｂ）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５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ｎｅｗ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Ｎｏｔｅ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ｒｏｎｇ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ｆｆ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ｎｏｔｓｅｅｎｉｎ（ｂ）．

图５　新的５维特征空间中的数据分布

（ａ１）—（ａ１０）表示由任意２个样本特征组合得到的１０种数据分布，样本数据显示特征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ａ１１）—（ａ１５）表示５个新的样本特征的频率直方图，所有特征已做去均值和方差标准化处理．

Ｆｉｇ．５　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５ｄ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

（ａ１）—（ａ１０）ｓｈｏｗｔｈｅ１０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ｄｏｍａｉｎｓｏｆｔｗｏ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ｎｅｗ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１１）—（ａ１５）ｓｈｏｗ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５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ｌｌ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ｒ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ｂｅｉｎｇｒｅｍｏｖｅｄ．

后的新特征在统计上不相关．

我们针对相对独立的５个新特征进行犓ｍｅａｎｓ

算法聚类分析，获取不同类型的噪声信号．具体使用

的是Ｐｙｔｈｏｎ开源库ｓｃｉｋｉｔｌｅａｒｎ（Ｐｅｄｒｅｇｏｓ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中的犓ｍｅａｎｓ算法．在特征空间中，犓ｍｅａｎｓ

算法首先随机选择已知数量的样本点作为初始聚类

８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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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中心；然后计算剩余样本至各聚类簇中心的欧氏距

离，分配样本于距离最近的聚类簇；随后，算法将聚类

簇中心的位置更新为相同聚类簇内的所有样本的质

心位置．迭代执行后两步，直至聚类簇中心的位置不

再明显变化时，算法结束迭代．一般而言，如果迭代次

数足够多，犓ｍｅａｎｓ算法总能收敛，但有可能最终收

敛于局部极小值，而非全局最优解，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初始聚类簇中心的选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

们随机选择初始聚类簇中心２００次，最终以误差平方

和最小的簇中心作为真正的初始中心．同时，我们还

采用了犽ｍｅａｎｓ＋＋方法来进行聚类簇初始中心的选

取．犽ｍｅａｎｓ＋＋算法的基本思路是尽可能选取相互

距离远的初始聚类中心．具体的步骤为：１）随机选取

一个样本作为第一个聚类中心犮１；２）计算每个样本与

当前已有类聚中心最短距离（即与最近一个聚类中心

的距离），用犇（狓）表示；这个值越大，表示被选取作为

聚类中心的概率较大，并用轮盘法选出下一个聚类中

心；３）重复２），直到选出犓个聚类中心．这种选取初始

聚类簇中心的策略虽然简单，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

极大增加聚类效果的稳定性（ＡｒｔｈｕｒａｎｄＶａｓｓｉｌｖｉｔｓｋｉｉ，

２００７）．其次，犓ｍｅａｎｓ算法还需要在应用前已知最

佳的聚类簇数量（犓）．我们通过计算误差平方和

（ＳＳＥ）并使用“拐肘法”来获取犓值．

ＳＳＥ的计算公式为

犛犛犈 ＝∑
犓

犻＝１
∑
犛∈犆犻

（犆犻 －犛）
２， （３）

其中，犆犻表示第犻个聚类簇，犆

犻
向量代表第犻个聚

类簇的中心在特征空间中的坐标，犛向量表示属于

聚类簇犆犻的样本特征．由图６可知，随着聚类簇数

（犓）从１～６增加，误差平方和（ＳＳＥ）曲线快速下

降，即表示聚类簇内样本聚合程度快速加强．但是，

当犓 大于６时，ＳＳＥ下降趋于平缓，即随着犓 的增

加所反馈的聚合程度变化缓慢，因此，ＳＳＥ曲线的拐

点位置所对应的犓 值（６）可以被选作犓．

同时，我们使用轮廓系数分析（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来进一步评价犓的可靠性．样本的轮廓

系考虑簇内距离和簇间距离对聚类效果的影响，具

体定义为（Ｒｏｕｓｓｅｅｕｗ，１９８７）

　　犛（犻）＝
犫（犻）－犪（犻）

ｍａｘ犪（犻），犫（犻｛ ｝）

＝

１－
犪（犻）

犫（犻）
，　犪（犻）＜犫（犻）

０，　 犪（犻）＝犫（犻）

犫（犻）

犪（犻）
－１，　犪（犻）＞犫（犻

烅

烄

烆
）

（４）

图６　原始７维空间旋转至新的５维空间后的误差平方和

（ＳＳＥ）函数和平均轮廓系数曲线（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Ｓｃｏｒｅ）．

当犓＝６时，误差平方和出现明显拐点，如黑点所示，同时

平均轮廓系数达到最大值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ｓｕｍ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ｄ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ｓｃｏｒ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５ｄ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ｒｏｔ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７ｄ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ａｒｅｐｌｏｔｔｅｄａｓ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ｎｕｍｂｅｒ犓．Ｗｈｅｎ犓＝６，ｔｈｅＳＳ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ｕｒｎｓｔｏ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ｏｆｉｎｆｌｅｘ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ａｓｏｌｉｄｂｌａｃｋｃｉｒｃｌｅ，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ｓｃｏｒ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ｉｔｓｐｅａｋ

其中，犪（犻）和犫（犻）分别代表样本点犻的内聚度（簇内

密集程度）和分离度（簇间分离程度），犪（犻）的计算见

公式（５），其中，犼代表与样本犻在同一簇中的不同样

本点，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犻，犼）表示样本犻和犼之间的距离．所

以，犪（犻）越小，说明该簇越紧密．犫（犻）的计算方式与犪（犻）

类似，只不过计算的是样本犻与其它簇之间的最小

距离．

犪（犻）＝
１

狀－１∑
狀

犼≠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犻，犼）． （５）

可以看出，轮廓系数的取值范围为－１～１，当取值越

趋近于１时，表示样本聚类越紧凑，反之，越趋近于

－１时，表示聚类越松散．公式（４）给出了计算每个

样本点的轮廓系数值（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方法，

在此基础上，轮廓分数（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ｓｃｏｒｅ）定义为所

有样本轮廓系数的平均值．我们计算了不同犓 时的

轮廓分数，发现当犓＝６时，轮廓分数最大（０．４４）

（图６），对应各样本点的轮廓系数值见附图 Ａ１所

示．可以看出，在最佳聚类簇数为６时，聚类效果最

好，且各类间的样本量比较均衡．

此外，为了验证仅仅使用协方差矩阵（图４ａ）的

前５个本征向量来构建旋转矩阵的有效性，我们也

测试了使用７个全部本征向量的情况．将原始的７

维特征空间旋转至７维新特征空间（犡′１!犡′７），经过

标准化处理后的新特征散点图如附图 Ａ２所示，新

的７个特征在统计上不相关．针对新特征，同样使用

９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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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肘法”来分析犓值（附图 Ａ３），可以看出，当犓

等于６时，ＳＳＥ曲线也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拐点，然

而，当仅使用前５个本征向量构建的旋转矩阵来处

理数据时，得到的拐点位置更为明显（图６）．为了进

一步验证犓值取决于５个独立的特征，与非独立

的特征的数量无关，我们通过将过零率和谱峰率两

个特征简单线性组合（公式（６）），得到第８个特征，

为了方便我们称之为综合特征：

综合特征 ＝０．２×过零率＋０．８×谱峰率．（６）

　　附图Ａ４为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８个特征的散

点图，其中，综合特征与谱峰率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

线性相关性．通过计算８个特征的协方差矩阵（附图

Ａ５ａ）的本征值（λ１＝４．８１，λ２＝１．６５，λ３＝１．１１，λ４＝

０．２５，λ５＝０．１３，λ６＝０．０４，λ７＝０．０２，λ８＝－６．８７×

１０－１６），可以看出，前５个特征占有样本信息量的

９９．２５％，因此，同样仅选取前５个主要本征值对应

的本征向量来构建样本独立特征空间，将原始的８

维特征空间旋转至５维新特征空间（犡′１!犡′５）．经过

标准化处理后的５个新特征的散点图和协方差矩阵

分别如附图Ａ６和附图Ａ５ｂ所示，进一步验证犓＝６

的结论（附图Ａ７）．因此，ＰＣＡ方法能够通过消除样

本冗余信息来降低计算复杂度，同时不影响聚类分

析的结果．

３　结果

我们采用批量（ｍｉｎｉｂａｔｃｈ）训练的策略，即分批

次向模型输入训练样本，直至损失函数收敛．这种优

化想法非常朴素：当总样本量非常大时，会导致模型

训练时间过长，此时，可以不断从整体中随机抽取一

定数量的样本来训练模型．具体使用的是ｓｃｉｋｉｔ

ｌｅａｒｎ中的 ＭｉｎｉＢａｔｃｈＫＭｅａｎｓ算法．其中，随机初始

化质心２００次，聚类簇数取６，最大迭代次数设置为

１０００，每次的ｂａｔｃｈ大小设置为１００，其余参数选用

默认值．训练所用的服务器ＣＰＵ为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Ｅ５

２６８７Ｗ，内存１２５Ｇ．当训练第１０６９个ｍｉｎｉｂａｔｃｈ时，

损失函数收敛，此时的惯性量（ｍｅａｎｂａｔｃｈｉｎｅｒｔｉａ）

１．２９，总共训练用时７８ｓ．最终，犓ｍｅａｎｓ模型将训

练噪声样本聚类为６类，各类样本数量的比例依次

为：Ｌａｂｅｌ０（１６．２３％）、１（１９．２０％）、２（６．８５％）、

３（３２．６９％）、４（１４．８５％）和５（１０．１８％）．我们进而

利用已训练好的犓ｍｅａｎｓ模型，通过在特征空间中

搜寻与待预测样本欧式距离最近的聚类簇中心的方

式，实现对测试样本（５，０８５，８２１）的标签进行预测．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虽然使用ＰＣＡ方法对原始

的７维特征降维至５维空间，然后再在降维后的新

特征空间中使用犓ｍｅａｎｓ方法对样本进行聚类分

析，但在５维空间中的分析仍有可能存在维度过高

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聚类分析的可靠性，我

们使用狋ＳＮＥ方法对样本聚类结果进行可视化分

析．狋ＳＮＥ 将原始空间和嵌入空间联合概率的

ＫｕｌｌｂａｃｋＬｅｉｂｌｅｒ（ＫＬ）散度定义为损失函数，然后

通过对损失函数进行优化来达到降维的目的．值得

注意的是，此损失函数为非凸函数，所以降维结果有

可能收敛于局部最优解．我们采用ｓｃｉｋｉｔｌｅａｒｎ中的

狋ＳＮＥ模块进行分析，其中，ｐｅｒｐｌｅｘｉｔｙ参数为７０，

其余均为默认参数．同时，考虑到狋ＳＮＥ算法计算

极慢，我们分别从聚类后的６类噪声中随机抽取

１００００个样本，利用总共６００００个样本进行降维可

视化分析（图７）．可以看出，６类噪声能够较为清晰

地聚类．我们也注意到Ｌａｂｅｌ５聚类簇被分割为几

个明显的小聚类簇，这可能是由于狋ＳＮＥ算法本身

优化的是非凸损失函数，图７的降维结果只是一个

局部最优解，进而造成某一簇被分割为几个不同位

置的小聚类簇（ｖａｎｄｅｒＭａａｔｅｎ，２０１８）．

图７　基于狋ＳＮＥ降维的数据可视化．分布显示

不同的簇类可以被较好地区分

Ｆｉｇ．７　Ｄａｔａ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ｔｈｅ狋ＳＮ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ａｒｅｗｅｌｌ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各类噪声的振幅谱如图８所示，可以看出，６类

噪声的振幅谱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Ｌａｂｅｌ０

噪声信号主频约为２．５Ｈｚ，且振幅较大（图８ａ１）；而

Ｌａｂｅｌ２噪声的主频约为１１Ｈｚ（图８ａ３）；Ｌａｂｅｌ４噪

０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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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在较低频带（２～１１Ｈｚ）具有较宽的频带范围，且

振幅较大（图８ａ５）；Ｌａｂｅｌ１信号振幅较小，且从１２～

１００Ｈｚ，振幅整体呈现减小的趋势（图８ａ２）；而Ｌａｂｅｌ

５噪声在１～１００Ｈｚ频带范围内有三个较为明显的

主峰，其中，在５０Ｈｚ频率处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主

峰（图８ａ６）；Ｌａｂｅｌ３噪声则只在２～２０Ｈｚ频率范

围内存在两个明显的主峰（图８ａ４）．噪声信号在时

间域的波形如图９所示，各类波形非常相似，难以区

分．相比而言，犓ｍｅａｎｓ聚类模型能较好地分离和

标注不同噪声信号．

图８　聚类后的６类噪声信号的叠加振幅谱

其中黑色实线表示中位值，两个灰色点划线分别表示２５％和７５％分位数．鉴于连续波形采样间隔为０．００５ｓ，

并且采用１Ｈｚ的高通滤波，所以仅展示１～１００Ｈｚ的频带范围．

Ｆｉｇ．８　Ｓｔａｃｋ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ｓｉｘｃｌａｓｓｎｏｉｓｅｓｉｇｎａｌｓ

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ｉｓｓｈｏｗ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ａｙ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ｔｈｅ２５ｔｈａｎｄ７５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ｉｓｓａｍｐｌｅｄｉｎ０．００５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ｅｍｐｌｏｙｓａ１Ｈｚｈｉｇｈｐａｓｓｆｉｌｔｅｒ，ｗｅｏｎｌｙｐｌｏｔ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ａｎｄｏｆ１～１００Ｈｚ．

４　讨论

４．１　标签物理意义

针对无监督聚类问题，一般可以通过分析聚类

样本的特征和实际观测环境来推断标签可能的物理

意义．我们通过分析不同位置的台站记录的各个标

签出现的累计次数和样本时间频率域的特征，对各

类标签可能代表的噪声源进行推断．

图１０是台站ＳＰ５４所记录样本的标签统计（图

１０ａ）和台站实际的观测背景（图１０ｂ）．台站ＳＰ５４被

安置于建筑物和高速公路附近，所记录的波形以

Ｌａｂｅｌ０和Ｌａｂｅｌ４噪声为主．类似地，台站ＳＰ５１和

ＳＰ５３也被布设于建筑物和高速公路附近，所记录的

噪声类型统计和台站ＳＰ５４也非常相似（附图Ａ８）．

同时，考 虑 到 Ｌａｂｅｌ０ 类 噪 声 信 号 主 频 较 低

（２．５Ｈｚ），且振幅较大的特点（图８），我们推断

Ｌａｂｅｌ０噪声信号可能来自于风扰动低层建筑物引

１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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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台站ＳＰＥ３垂向分量记录的部分波形

（ａ）２ｈ长度的连续波形记录．参考时刻为北京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２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不同的颜色代表被聚类为不同的噪声类型；

（ｂ）—（ｇ）展示了长度为２ｓ的连续波形，分别对应６种不同的噪声信号．６类噪声信号在时间域的波形极为相似，难以区分．

Ｆｉｇ．９　Ｎｏｉｓ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３

（ａ）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ａｔｗｏｈｏｕ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ｒｅｃｏｒｄ（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ｈｅｒｅｉｓ２０１７０９１２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６ｔｙｐｅｓｎｏｉｓｅｓｉｇｎａｌ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ｌｏｒｓ．（ｂ）!（ｇ）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ｓｉｇｎａｌｗｉｔｈａ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２ｓ．Ｔｈｅｓｅｓｉｘ

ｃｌａｓｓｎｏｉｓｅ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ｒｅｉｎ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ａｂｌｅｉｎ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起的地面震动 （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不同于台站

ＳＰ５４、ＳＰ５１和ＳＰ５３距离高速公路的最短距离大于

２００ｍ的布设背景，台站ＳＰ５８与附近高速公路之间

的最短距离仅约３６ｍ，同时台站ＳＰ５８所记录的噪

声类型以Ｌａｂｅｌ４噪声（频带较宽，振幅较大）为主

（附图Ａ８），因此，可以我们推断Ｌａｂｅｌ４噪声代表

轨道交通活动所引起的地面震动信号 （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Ｍ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类似的规律也可参

考台站 ＳＰ６９、ＳＰ３Ｅ、ＳＰ６８、ＳＰ３Ｃ 和 ＳＰＢＣ（附图

Ａ８—附图 Ａ９）．台站ＳＰＢ２、ＳＰＡ３、ＳＰＤ１和ＳＰＣ２

２８５２



　７期 杨勇刚等：基于无监督机器学习的噪声信号聚类分析———以郯庐断裂带潍坊段短周期密集台阵观测为例

图１０　（ａ）台站ＳＰ５４的连续波形中各类噪声信号的累计次数．观测时间内，此台站主要记录到Ｌａｂｅｌ０和

Ｌａｂｅｌ４噪声信号；（ｂ）此台站的布设环境．图像来源于台站运行时间内的谷歌地图历史影像

Ｆｉｇ．１０　（ａ）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ｉｘｌａｂｅｌｓ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５４．Ｄｕｒｉｎｇｉｔ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ｔｈｅＬａｂｅｌ０ａｎｄＬａｂｅｌ４ｎｏｉｓｅ．（ｂ）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ｉｍａｇｅｃｏｍ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

ｏｆｔｈｅ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ｉｎ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则以Ｌａｂｅｌ１噪声为主（附图Ａ１０），同时Ｌａｂｅｌ１噪

声的振幅较小（图８），结合台站ＳＰＣ２实际的观测环

境，我们推断Ｌａｂｅｌ１噪声来源于风扰动树木造成

的地表震动（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台站ＳＰＡ３和

ＳＰＣ２也包含Ｌａｂｅｌ５噪声（附图 Ａ１０），且Ｌａｂｅｌ５

噪声的振幅谱在５０Ｈｚ处存在非常明显的信号（图

８），所以，我们推断Ｌａｂｅｌ５噪声来源于附近电力输送

线的电流电离空气所引起的地面震动（附图Ａ１０）．

值得说明的是，这里有关不同类型噪声聚类分

析依然比较初步，比如识别的噪声信号可能是几种

其它噪声信号的叠加（图８和图９），在未来的研究

中，我们将尝试使用更多的聚类簇数目（犓）对噪声

信号做更详细的剖析．其次，准确可靠地识别和解释

各类噪声信号，需要具备非常好的观测前提，如

Ｊｏｈｎｓｏｎ等（２０１９）对与风有关的噪声信号的识别就

得益于密集台阵和风速计的布设，以及对台站布设

环境的详细记录．最后，利用本文已训练的 犓

ｍｅａｎｓ聚类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快速

标注不同类型的噪声信号，进而在监督学习中用来

识别某些特定信号，如轨道交通信号等 （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ＭｅｎｇａｎｄＢｅｎＺｉｏｎ，２０１８ａ；刘磊和蒋

一然，２０１９）．

４．２　噪声信号的时空演化

文献调研发现，关于二维密集台阵噪声信号的

时间空间演化规律的研究较少，尤其针对横跨城

市农村混合区域观测数据的研究．图１１ａ和１１ｂ分

别为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２日凌晨２点和白天１４点时整

个台阵的噪声分布．当夜晚安静时，台阵北部区域以

风扰动建筑物所产生的噪声信号（Ｌａｂｅｌ０）为主，而

在白天喧闹时刻，北部区域则以轨道交通引起的噪

声信号为主（Ｌａｂｅｌ４）．对于以山区为主，人口分布

较为稀疏的南部区域，无论夜晚还是白天，都以风扰

动树木产生的噪声信号为主（Ｌａｂｅｌ１）．类似的规律

也可以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５日、７日和１２日连续２４ｈ

的噪声类型动态变化中看出．

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不同台站布设位置处的噪

声类型，我们计算了每个台站所记录到的各个噪声

类型所占的比重．同时，附图 Ａ１１ａ展示了Ｌａｂｅｌ０

噪声信号在二维空间上的 分布规律，可以看出，

Ｌａｂｅｌ０噪声信号主要出现在台阵的北部区域，对应

于风扰动建筑物所产生的噪声信号．而由风扰动树

木产生的噪声信号（Ｌａｂｅｌ１）则主要分布于台阵的

南部区域（附图Ａ１１ｂ）．其次，与轨道交通相关的噪

声信号 （Ｌａｂｅｌ４）主要出现于城市区域 （附图

Ａ１１ｃ）．与电力输送线有关的噪声信号（Ｌａｂｅｌ５）在

各个台站上记录到的比重相对较小（附图Ａ１１ｄ）．因

此，噪声信号的时间空间演化规律与台站布设区域

的城市化建设程度密切相关．由于我们使用的密集

台阵的台站间距较大（平均５ｋｍ），所以噪声信号在

空间上的相关性不明显．未来在城市监测时，如果观

测台阵足够密集，可以借鉴本文的分析思路，实现空

间上可能相关的公路交通信号或者高铁地震信号的

观测，进而可能利用轨道交通信号的时空变化特征

来对交通工具的运行轨迹进行监测 （Ｓｎｏｖ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刘磊和蒋一然，２０１９）．

我们利用的是传统聚类方法中的犓ｍｅａｎｓ算

法，此类传统聚类方法在人工选取的特征空间中对

样本进行聚类．需要指出的是，当人工选取的特征不

３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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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不同噪声信号在台阵上的空间分布

台站的颜色对应于１ｈ范围内所记录次数最多的噪声类型．（ａ）北京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２Ｔ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时刻的噪声空间分布；（ｂ）北京时

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２Ｔ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时刻的噪声空间分布．北部区域夜晚主要的噪声来源于风吹动建筑物产生的地面振动，白天则主要来源于

轨道交通；而南部乡村地区与山区，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噪声都主要来源于风吹动树木产生的地面振动信号．

Ｆｉｇ．１１　Ｍａｐ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ｎｏｉｓ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ｄｅｎｓｅａｒｒａ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ｏｒ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ｌａｂｅｌｓ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ｍｏｓ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ｄｕｒｉｎｇｏｎｅｈｏｕｒｐｅｒｉｏｄ．（ａ）Ｌｏｃａｌｔｉｍｅｆｒｏｍ２０１７０９１２Ｔ０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ｂ）Ｌｏｃａｌｔｉｍｅｆｒｏｍ２０１７０９１２Ｔ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ｒｒａｙ，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ａ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

ｎｏｉｓｅ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ｉｎｄ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ｙｔｉｍｅｎｏｉｓｅｓａｒｅ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ｒａｆｆｉｃ．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ｒｒａｙａｒｅｐｒｅｖａｉｌｅｄｂｙｇｒｏｕｎｄｓｈａｋ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ｗｉｎｄｄｒｉｖｅｎｔｒ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ｏｔｈｄａｙｔｉｍｅ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

合适时，就有可能出现较差的聚类效果（Ｚｈｏ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在本研究中，当犓＝６时，采用犓ｍｅａｎｓ

聚类得到的平均轮廓系数值只有０．４４（图６），且不

同类之间也存在少量样本的混叠（图７）．产生这些

问题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与信号特征提取不够充分有

关，因此我们犓ｍｅａｎｓ分析得到的可能是一个比较

初步的噪声聚类结果．近些年快速发展起来的深度

聚类算法，借助深度神经网络的强大非线性映射能

力，采用深度神经网络替代人工来设计来提取更合

适的样本特征、提升聚类算法的性能，同时，聚类结

果的反馈又能帮助神经网络学习到更好的特征，进

而改善最终的样本聚类效果．这类深度聚类算法已

被应用地震学领域，如Ｓｎｏｖｅｒ等（２０２０）使用深度嵌

入聚类模型从噪声信号的频谱图像中识别出了３种

和轨道交通震源相关的噪声信号，Ｊｅｎｋｉｎｓ等（２０２１）

使用高斯混合模型和深度嵌入聚类两种深度聚类算

法，识别出了８８种地震信号，并且分析发现地震时

空演化特征与季节性和潮汐活动之间存在相关性，

Ｓｅｙｄｏｕｘ等（２０２０）则分别使用深散射网络和高斯混

合模型来进行特征的提取和地震信号的识别工作．

在深度聚类中，不同的数据类型常常被用来作为模

型的输入（Ｍｏｕｓａｖ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在后续研究中，我

们将尝试多种类型数据的组合来作为模型输入，如

时频谱图像和多道波场灰度图像，其次，针对现有的

数据，测试选择合适的深度聚类模型，进一步聚类分

析本论文的噪声类型．

５　结论

我们基于无监督机器学习算法对布设于郯庐断

裂带潍坊段的密集观测台阵的噪声信号进行聚类分

析，得到以下结论．

（１）虽然不同噪声信号在时间域的波形非常相

似，但是基于犓ｍｅａｎｓ模型可以较好地聚类出６类

不同噪声信号．

（２）综合分析噪声信号的波形、振幅谱和观测台

站的布设环境，我们对部分噪声信号来源进行了初步

解释，认为可能的来源包括轨道交通、电力输送线和

风扰动建筑物、树木导致的地面震动．未来还需要分

析噪声信号与物理震源的时空相关性，这需要进一步

收集噪声源的产生的时间、地点和持续时间等信息．

（３）通过分析噪声信号的时空演化规律，我们发

现噪声信号的时空变化与台阵布设区域内的人口密

集程度或城市化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致谢　感谢编辑、编委与二位评审专家对完善本文

提出的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从国家地震数据

４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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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心获取了台阵运行期间的地震目录．本文使

用的机器学习相关算法来自于Ｐｙｔｈｏｎ开源程序库

ｓｃｉｋｉｔｌｅａｒｎ（Ｐｅｄｒｅｇｏｓ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地图来自于

Ｂｉｇｅｍａｐ软件，其余图件则基于Ｐｙｔｈｏｎ程序库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

（Ｈｕｎｔｅｒ，２００７）绘制．数据处理过程中，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的赵杨教授、陈海潮副研究员和张乐乐同

学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附图Ａ１　最优聚类数为６时样本的轮廓系数分析

不同颜色的横向条形图对应不同聚类簇，每个条形图中，样

本的轮廓系数值从小到大依次排列．红色虚线为所有样本的

平均轮廓系数值．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Ｆｉｇ．Ａ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６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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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ａｌｌｓａｍｐｌｅｓ．

附图 Ａ３　新的７维特征空间中误差平方和函数（ＳＳＥ）

与聚类簇数之间的关系．当犓等于６时，ＳＳＥ曲线出现

明显拐点，如红点所示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Ｆｉｇ．Ａ３　Ｓｕｍ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ｄｅｒｒｏｒ（ＳＳＥ）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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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ｌｉｄｒｅｄｐｏｉｎｔ

附图Ａ７　由假想的８维空间旋转至新的５维空间后的

误差平方和（ＳＳＥ）曲线与聚类簇数之间的关系．当犓等

于６时，误差平方和曲线出现明显拐点，如红点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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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Ａ２　７维特征空间中的数据分布

（ａ１）—（ａ２１）由任意２个样本特征组合所得到的２１种数据分布，７个新特征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ａ２２）—（ａ２８）７个新样本特征的频率直方图，所有的样本特征已做去均值和方差标准化处理．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Ｆｉｇ．Ａ２　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７ｄ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ａｃｅ

（ａ１）—（ａ２１）ｓｈｏｗｔｈｅ２１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ｄｏｍａｉｎｓｏｆｔｗｏ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ｓｅｓｕｂｐｌｏｔ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

ａｌｍｏｓｔｎ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２２）—（ａ２８）ｓｈｏｗ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７ｎｅｗ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ｌｌ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ｒ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ｂｅｉｎｇｒｅｍｏｖ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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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期 杨勇刚等：基于无监督机器学习的噪声信号聚类分析———以郯庐断裂带潍坊段短周期密集台阵观测为例

附图Ａ４　假设的８维特征空间中的数据分布

（ａ１）—（ａ２８）由任意２个样本特征组合所得到的２８种数据分布，部分特征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如图（ａ２８）的谱峰率和综合特征之间

的相关性．（ａ２９）—（ａ３６）表示８个样本特征（原始７维＋假设的综合特征）的频率直方图．所有特征已做去均值和方差标准化处理．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Ｆｉｇ．Ａ４　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８ｄ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ａｃｅ

（ａ１）—（ａ２８）ｓｈｏｗｔｈｅ２８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ｄｏｍａｉｎｓｏｆｔｗｏ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ｔｉｓｃｌｅａｒ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ｐｅａｋ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ａ２８）．（ａ２９）—（ａ３６）

ｓｈｏｗ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８ｄ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７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ｌｕｓｔｈ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ｌｌ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ｒ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ｂｅｉｎｇｒｅｍｏｖ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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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Ａ５　样本特征的协方差矩阵

（ａ）８维特征空间（原始７维＋假设的综合特征）的样本特征协方差矩阵；（ｂ）由８维特征空间协方差矩阵的５个主要本特向量为特

征的５维空间样本特征协方差矩阵．图（ａ）的协方差矩阵中存在较大的非对角元素，表明部分特征之间存在较强线性相关性，而在

图（ｂ）的协方差矩阵中不存在这种现象．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Ｆｉｇ．Ａ５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ｅ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８ｄｉｍｅｎ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ａｃ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７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ｌｕｓｔｈ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ｆｅａｔｕｒｅ）；

（ｂ）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５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ｎｅｗ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ｓ．Ｎｏｔｅ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ｈｏｗｎｉｎ

（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ｒｏｎｇ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ｆｆ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ｎｏｔｓｅｅｎｉｎ（ｂ）．

附图Ａ６　由８维假想特征空间计算得到的新５维空间中的数据分布

（ａ１）—（ａ１０）由任意２个样本特征组合得到的１０种数据分布，样本数据显示特征之间不存在相关性．（ａ１１）—（ａ１５）表示５个新

的样本特征的频率直方图，所有特征已做去均值和方差标准化处理．注意该５维独立样本特征是由附图Ａ４与附图Ａ５的８维

假想特征空间计算获得的，而图５中的５维新样本特征由原始的７维特征空间得到．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Ｆｉｇ．Ａ６　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５ｄ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

（ａ１）—（ａ１０）ｓｈｏｗｔｈｅ１０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ｄｏｍａｉｎｓｏｆｔｗｏ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ｎｅｗ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１１）—（ａ１５）ｓｈｏｗ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５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ｌｌ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ｒ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ｂｅｉｎｇｒｅｍｏｖｅｄ．Ｎｏ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５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ｒ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８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ａｃ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Ｆｉｇ．Ａ４ａｎｄＡ５，ｗｈｅｒｅｔｈｅ

５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ｈｏｗｎＦｉｇ．５ａｒ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７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ａｃｅ．

８８５２



　７期 杨勇刚等：基于无监督机器学习的噪声信号聚类分析———以郯庐断裂带潍坊段短周期密集台阵观测为例

附图Ａ８　台站记录连续波形中各类噪声信号累计次数和台站实际布设环境

图像来源于台站运行期间的谷歌地图历史影像．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Ｆｉｇ．Ａ８　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ｉｘｌａｂｅｌｓ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ｍ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ｏｆ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ｉｎ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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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Ａ９　台站记录连续波形中各类噪声信号累计次数和台站实际布设环境

图像来源于台站运行期间内的谷歌地图历史影像．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Ｆｉｇ．Ａ９　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ｉｘｌａｂｅｌｓ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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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５２



　７期 杨勇刚等：基于无监督机器学习的噪声信号聚类分析———以郯庐断裂带潍坊段短周期密集台阵观测为例

附图Ａ１０　台站记录连续波形中各类噪声信号累计次数和台站实际布设环境

图像来源于台站运行期间内的谷歌地图历史影像．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Ｆｉｇ．Ａ１０　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ｉｘｌａｂｅｌｓ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ｍ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ｏｆ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ｉｎ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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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Ａ１１　噪声信号在每个台站中出现的累计比重

（ａ）Ｌａｂｅｌ０噪声；（ｂ）Ｌａｂｅｌ１噪声；（ｃ）Ｌａｂｅｌ４噪声；（ｄ）Ｌａｂｅｌ５噪声．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Ｆｉｇ．Ａ１１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ｏｉｓｅｓａｔｅａｃ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ｎｏｉｓｅＬａｂｅｌ０；

（ｂ）ｎｏｉｓｅＬａｂｅｌ１；（ｃ）ｎｏｉｓｅＬａｂｅｌ４；（ｄ）ｎｏｉｓｅＬａｂｅｌ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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