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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在地下流体数据分析中的基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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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z 基础的地草地下流体数据处理方法有卓均值、去趋势性变化、频谱牵析、自定义晶数扭告、井孔水翠

梯庄曲线绘制等，这些方法虽然已属写有专业的处理软件，但由于观喇井孔的牵件各异、数据动牵形串各丹等
原因，用同一软件处理往往较难有理想的结果，特别是对于一些有针对性的、区域性的研究，这种情况下专业
的数学工具就体现出其优越性. MATLAB 在数值计算方面首届一指，可用于算法开皮、数据可视化、数据分
析目及数佳计算的高提技术计算语言和支互式环境。本主利用该软件进行地下流体数据处理最基础章法的
实现，并进行实例＃析。
关键阑 z 地草地下流体 s 数据处理； MATLAB

中固分类号， P315

文献标识码， A

地震地下流体数据的处理、分析、成图产出等

本文使用 MATLAB 实现地震地下流体数据处理

已有专业的应用软件口Z］，并在监测台网中得到广

过程中最基本的数学方法，使监测人员初步掌握

泛应用固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观测井间存在

MATLAB 在流体数据分析过程中的应用，为更

非常明显的差异性，用统一的软件处理数据有时

好地挖掘地震地下流体数据中隐含的规律提供基

很难达到理想的产出效果，对于特定问题的分析，

础知识。

这些专业软件往往也难以胜任．而围绕这些特定
问题，如果不借助现有成熟的数学软件，而是单纯

1

地进行专业软件的升级，将是一件非常复杂且没

基本处理方法
地震地下流体数据基本处理方法主要包括去

有任何创造意义的工作．在众多的数学工具软件

异常值、提取均值以及去趋势等。

中， MATLAB 在数值计算方面代表了当今国际

1.1

取均值和去突跳点

科学计算软件的先进水平，它拥有矩阵运算、算法

受供电、人为因素等干扰，台站观测设备难免

实现、图形产出以及与其他编程语言相连接的功

会出现异常数据或者缺数等现象．地震地下流体

能，广泛应用于工程计算、控制设计、信号分析、图

原始数据采样频率一般为分钟甚至更高，而实际

像处理等领域。相比 C 等其他语言， MATLAB

进行地震预测研究时，往往采用整点值、甚至日均

中与计算相关的操作更简捷，且提供丰富的应用

值即可，因此在进行趋势性地震预报分析时，需要

工具箱（函数调用），极大提升了处理效率。

先对明显的异常点数据进行剔除，并对高采样数

虽然 MATLAB 具有简捷的操作过程以及丰

据（秒采样、或分采样）取均值．

富的函数库，但对于许多刚参加工作、或者非数学

下列函数 GetMean 为按指定数据间隔进行

专业的监测人员来说，如何将该软件应用到日常

均值降采样的过程，并剔除了超过 1 倍均方差的

工作中一直存在人门难，甚至无从下手的感觉。

异常点数据。

function [ varout] -

GetMean( varin, intervals)

%按指定t主度得到均值

varout-[];
ncount-floorClength( varin) / intervals);
for

1-l,mtervals,ncount 钟 interv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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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rin(i:i 十 intervals

967

1) ;
%从原始数据中取得非空值

b = a (~ isnan(a));
c=mean(b);
d=std(b);
b(h>Cc十 d)) = NaN;

b(b<(c

%剔除超 1 倍均方差值

d)) = NaN;

%得到最终 的均值

e=nanmea口（ b);

varout 二［ varout

e];

end
end
%函数调用实例

varout=GetMean(varin,60);

以河北石家庄小马材井为例，其 2008-05 ～

中红线 ，为突 出对比效果，将整点数据、红色曲线

06 原始数据（图 1 中蓝线）中含有较多的干扰数

进行十 0. 01 m 的平移）后可以看出，结果 完全保

据（突跳点儿通过 Get Mean 函数取整点值（图 1

留了原始数据的变化形态，并且对分钟值中的 突
跳点进行了同 步剔除。

。 18

1. 2

去趋势

写。 14

地震地下流体数据存在趋势性变化，这种变

番。 12

化有可能来自仪器本身的漂移，也有可能代表着

4旦

地壳蠕变的结果以］ 。这种趋势性变化容易掩盖较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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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微的异常信息，因此在进行细节信息提取的过
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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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ig. 1

程中，需先进行去趋势。对于等间隔数据（如整点
值）直接采用 detrend 函数即可实现；而对于非等

取均值、去异 常点 实例

The sample of computing average and
removing the exception point

间隔数据，则需采用一元线性回归进行去趋势（可

参考回归分析）。

subplot(221);
plot(dates, orgdata ,'line width’, 2);
[mi,ni] =findCisnan(orgdata));

%画原始曲线

hold on;
[m,n]=find (~ isnan(orgdata) );

yi = interp l (m,orgdata(m) ,mi ,’pchip’) ;

%利用插值对数据进行补全

orgdata(mi) = yi;
% 去趋势，得到去趋势后的数据

af terdetrend = detrend Corgda ta) ;
plot( dates, orgdata afterdetrend ,'r一’，’linewidth’， 2);

%画趋势线

plot([eqdate eqdate], [ 53 61 ],’k ’) ;

% 画汶川 地震标识线

hold off;

legend （’原始数据’，’趋势线’，’汶川地震’）；

xlabel (’No. 11004 昌平台’，’fontsize’， 17 ，’fontweight' ，’bold');
y label ( '7.）（位’，’fonts ize’ ， 17 ，’fontweight' ，’bo ld’）；

subplot( 222) ;
plot(dates, afterdetrend ,'linewidth', 2) ;
plot([eqdate eqdate], ［ 一 0. 3 0. 3 ],’k--') ;

% 画去趋势后的数据

hold on;
hold off;

legend （’去趋势后数据’，’汶川地震’h

xlabel (’No. 11004 昌平台’，’fontsize’， 17 ，’fontweight'’ ，’bold') ;
ylabel （’水位’，’fontsize’， 17 ，’fontweight' ，’bold’）；

需要注意的是，利用 detrend 函数工具进行

去趋势前，必须保证原始数据是连续的，如果出现
缺数据，要先对数据进行插值补全归。 以北京市
地震局昌平台 2008-05 ～ 06 的数据为例（ 图 2 ）进

地震的同震响应以及震后调整过程。

2
2.1

回归分析
一元钱性回归

行分析。可以看出，单纯从原始曲线上来看，很难

回归分析是确定 2 种或 2 种以上变量间相互

分辨出汶川地震导致的水位同震响应以及震后调

依赖的定量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按照自变量和

整，而对数据进行去趋势分析后，可明显看出汶川

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类型，可分为线性回归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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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06-30

数据去趋势实例

The sample of detrending

非线性回归分析。水位潮沙效应分析、气压效应分

线性回归过程主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样本来获取

析可简化为线性回归町，而水位季节性变化、温度

最佳的拟合线，最常用的方法便是最小二乘法，通

测量时其稳定过程等，都可采用非线性回归分析 。

过最小化误差的平方和寻找数据的最佳函数匹配。

tempdata = [ waterlevel ( nstart: ne丑d) J;
for

% 计算 潮位与潮沙相关系数

1二 0:5

tempdata=[tempdata tide (nstart-i:nend-i) ] ;
end
corrcoefsl = corr( tempdata) ;
subplot( ZZ l);
T= size( tide(nstart: nend), 1);

x= [ones CT ，口， tide(nstart: nend)];

% 一元回归计算潮沙因子

y= waterlevel( nstart: nend) ;
tl=x\y;
aftertide = y-tl (2 ）养

tide( nstart: nend)

%剔除潮沙效应

;

subplot(ZZZ);
tempdata 二［ aftertide];

fori=0,12
tempdata= [tempdata airpress(nstart一 i,nend-i)];
end
%计算水位与气压相关系数

corrcoefsZ = corr( tempdata);
T = size(airpress(nstart-8: nend 一时， 1);
x= [ ones(T, 1), airpress ( nstart

8: n巳nd

8)];

%计算气压因 子

y = aftertide;

进行一元线性回归之前，要先找出输出量与

03 井为例，计算 2008-03 ～ 04 井水位与理论固体

输入量 （不同滞后时间）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

潮沙以及去潮沙后井水位与气压效应之间的相关

数最大点即表示两者之间的滞后时间关系。以川

系数可得：

corrcoefsl =

[0. 803 9 0. 633 2 0. 330 9];

corrcoefs2 =

[0. 435 0. 465 0. 514 0. 582 0. 663

0. 744 9 0. 816 0 . 865 0. 883 0. 866 0 . 820 0. 752 0. 674]

可以看出，井水位与理论潮沙最大相关系数

2.2

自定义函数拟合

为 o. 803 9 ，说明井水位对固体潮沙滞后为 o h 而

多数地震预测预报还处在经验预报与统计预

井水位与气压的最大相关系数为 0. 883 ，说明井

报阶段，从观测数据中提取规律性的总结显得非

水位对气压的带后时间为 8 h 。 进行一元线性回

常重要 。 而从观测数据中提取规律性的总结往往

归，需根据最大相关系数得出滞后 时间点后，再进

需要对数据进行自定义函数拟合 。

行回归系数求解（图 3 ）。

以福建泉州鲤城台水温仪安装为例，对水温
传感器的稳定过程进行自定义函数拟合：

n二 0:

length( wd) 1;

% 观i则数据为 wd

myfunc 二 inline （’beta Cl ）头 exp( - beta(Z ）怜 x）十 beta(3 ）’ ，也eta' ,'x') ;

% 自定义函数

betaO=[O. 5 O. 5 O. 5] ;

%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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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l ,R,J ,CovB, MSE,ErrorModel] =nlinfit(n, w d,myfunc, betaO) ;

% 拟合

R2 = 1 一 Cl/ Clength(n) -1) ） 怜 sum(R.

%求决定系数

a=betalCl);

b=beta1(2);

swz=a 提 exp(

-2) / var ( wd);

c=betalC3);

b 特 n)+c,

’, 2);

plot(n,wd ，’r 祷’， n,swz ，它， 'linewidth:

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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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井水位去潮沙效应后与气压 的对 比曲线

(a） 井水位与理论网体潮沙对 比内线

图 3

Fig. 3

一元线性回归实例

The sample of unary linear regression

通过自定义函数计算得决定系数 R2 =O. 998 3

2.3

（图 4 ），说明自定义函数拟合较佳。

温度梯度显示

温度梯度数据是分析井下温度的基础 信息 ，
而一幅好的温度梯度曲线应该融合温度梯度变化
趋势、井孔结构、含水层布局等，这可以为进行温

度资料分析、井含水层建模等提供直观的信息 。
井孔温度梯度测量时，先按学科要求进行 步进式
温度测量，温度梯度等于两点温度 差与两点深度
差 的比，单位为℃／ m （也经常用。C/m 进行标示） 。

以 ） II 03 井为例计算温度梯度并绘制于图 5 。
从图可见，总体上看，水温随深度增加而 增 加，而
· 实际:!!Ii测数据

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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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Fig. 4

水温梯度则随深度而阵低；但在井深近 5 00 m

－ 拟合州线

60

80

100

120

处，水温梯度却反常突增 。 结合井孔地质剖面分
析，可断定该深度出现热水的出水带（该项内容代

自定义函数拟合实例

码较长，限于篇幅，不逐行展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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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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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methods for analysis of underground seismic fluid data include averaging, de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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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ing, etc. There 1s some profess10nal software to carry out these methods. However, these software have poor adaptability, and are challenged to deal with various types of data as different bore
holes, different well aquifer systems, and so on.

In this case, the professional mathematical tools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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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tion and examples of these analyzmg methods are sh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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