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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笔记本计算机上运行的 GDS一1000宽频带数字地震仪地震数据 回收处理系统软件 ， 

用于在野外条件下执行现场仪器参数设置，数据回收、数据解编及地震图的开窗显示等功能 

近一年的野外实际应用结果表明，该系统软件具有数据通讯快速可靠、使用灵活方便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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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984年美国科学家率先提出了大陆岩石圈地震台阵研究计划 (PASSCAL)C ，它代 

表了大陆岩石圈地震学研究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一科学规划的主要技术基础则是开 

发可用于人工及天然地震综合观测的宽频带、大动态数字地震观测及回放系统 ]。据此 ， 

我国已研制成功了用于这一 目的的 GDS一1000宽频带数字地震观测系统 ]。 

本文的目的则在于介绍与 GDS一1000宽频带数字地震仪整套的地震数据回收处理软 

件系统。该软件系统用 c语言编写 ，使用了 TuRB0G TOOLS 6．0编译 ，在笔记本计算 

机上，构成了 GDS一1000宽频带数字地震仪的地震数据回收处理系统 。 

整个软件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 ，各项操作均通过菜单选择的形式完成，操作简便快 

捷 由于使用了窗口输入输 出和域编辑操作，给用户一个清晰，直观的感觉。所谓域编 

辑就是对屏幕上的一个或多个区域进行编辑赋值。预先把待编辑的各项初值都显示在屏 

幕上，光标所在的域就是当前正在编辑的域 对于多个域的编辑操作，可用回车键或上 

下光标键选择要编辑的域 。屏幕上给出丰富的提示信息，即使初次接触的人员只要稍加 

训练就可使用。 

基本技术环境要求包括：2 0以上版本的 DOS操作系统 ；不小于 640 kB的内存l硬 

盘容量 10 MB以上；具有 RS-232标准异步通讯口；中分辨率以上的单色或彩色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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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软件总体框 图和部分功能如图 1所示 。用户可通过选择菜单的形式进行操作 。屏 

幕菜单画面结构如 图 2所示。屏幕上边两行为课题菜单。第一行为菜单名。覆盖在某一 

菜单上的高亮度光标，称为菜单指针。第二行显示的是对这一菜单的说明。 

2 系统的功能设计 

图 1 系统总体框图及功能 

2．1 与GDS一1000数字仪双工通讯 

这一模块是通过计算机异步通讯 口 

对 GDS一1000数 字地震仪进行 参数设 

置，状态检察与数据传输通讯等操作。对 

计算机 RS-232异步通讯 口初始化的子 

程序为 asycom init。其内部参数依次 

为：通讯 口号，波特率 ，奇偶校验 ，教 

圈2 主菜单屏幕结构 

据位，停止位。我们采用的参数为 ：通讯 口：COM1I波特率 ：19200}奇偶校验 ：无 }数 

据位 ：8；停止位 ：1。 

为了提高速度与可靠性 ，数据的发送与接收采用内部中断方式 ，并采用 8086汇编语 

言编写。计算机在进行通讯时，提供一个行状态 8位寄存器，它可以反映 出接收字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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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状态。在接收字符过程中我们把行状态寄 

存器的内容连同数据存储到缓冲区中，这样就可 

以检查行状态寄存器的内容。如果在接收的过程 

中有错误 ，程序将 自动重新操作 ，直至没有错误 

为止。可能发生的错误主要是 ：溢出错，校验错 

和格式错 ，为了使读缓冲区与写缓冲区的过程互 

不冲突，使用一个环形缓冲区存取接收到的数据， 

如图 3所示。在参数设置与记录器状态检查的操 

作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大量的窗口和域编辑操作 

L读操作指针 

图3 存取数据的环形缓冲医 

形式，图4给出了GDS一1000数字地震仪参数检查和修改时的屏幕显示。窗口的上标题提 

醒用户下面的参数为系统参数 ，下标题提醒用户在设好参数之后，按 FIO把参数传送到 

GDS一1000记录器中，按 ESC为退出不传送数据。 

数据 回收模块执行把存储在 GDS—1000宽频带数字地震仪的固态存储体中的地震数 

据转储到计算机磁盘的功能0 。该程序把数据按块分道顺序通过串行口传送到指定 目录 

中，并自动生成文件名。为便于数据管理，我们根据地震数据的触发时间命名数据文件。 

例如 ：08151030．001表示该地震数据的触发时间为 8月 15日 10点 30分 ，扩展名 o01表 

示记录器的编号为 1。 

f詈 ⋯$Ldt ．s 。 

图4 系统参数检查与重置窗口 

2．2 地震数据解编 

地震数据解编程序的主要功能为：①地震数据的头段信息和数据解编；②压缩数据 

的恢复和解编；⑤形成磁盘或磁带文件．所谓磁盘文件是指数据解编后形成的二进制数 

据文件，而磁带文件则是指数据解编后的ASCII码数据文件。 

回收到的 GDS一1000数据地震仅数据文件 由头段信息和地震 数据两部分组成。由于 

GDS-1000数字地震仪数据经过数据压缩后才存入固态存储体 ，所以其数据可有 4种类 

型 ：未作任何数据压缩的正常数据 |仅作逻辑压缩的数据 l仅作物理压缩的数据和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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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压缩和物理压缩两种处理方式形成的数据 ’。 

根据头段信息中给出的压缩方式，解编数据时将自动选择解编的过程，解编生成头 

段数据文件扩展名为 HED，三道二进制数据文件扩展名分别为CH1，CH2和CH3。根据 

用户的需要还可生成 AsCII码文件 ，扩展名为 AS1，AS2和 AS3。 

记录数据的地理位置、地质条件、仪器特性、拾震器等信息由用户在解编数据前通 

过一个信息菜单来输入，并存储到各数据的头段文件中。解编数据的文件名输入是通过 

文件菜单来完成。由于需要解编的数据往往不止一个 ，为避免文件名的重复输入 ，我们 

采用通过移动亮条 ，在被显示的屏幕上的文件名中选择待解编的数据文件。所选择 的文 

件将自动逐一解编。如解缩过程中出现错误，错误信息写入名为：DECODE．ERR文件中。 

用户可以在返回DOs系统后打开该文件，也可通过错误菜单显示该文件。 

2．3 地震数据的屏幕显示 

对地震数据的分析处理来说，震相识别是资料处理最重要最基本的过程。地震波形 

的计算机屏幕显示将提供一种直观方便的分析手段 。如用户想要分析的不仅是一批地震 

事件 ，尤其是在野外回收数据时，用户想要对记录到的数据进行快速流览，可仍采用上 

述文件名选择方式来减少重复操作 系统软件规定可同时选择不多于 200个数据文件进 

行顺序绘图 按 。+ 键时，显示下一文件 ，按 “一”键时显示上一文件。 

为了在屏幕上显示记录到的三分量地震图，我们采用灵活的开窗和分页显示技术。用 

户可对某一段感兴趣的地震波形任意开窗显示，也可对波形的振幅进行放大缩小。屏幕 

上显示出一个可上下左右任意移动的十字光标，移动 的步长则通过按动数字键来改变。在 

波形显示的同时，屏幕上给出的信息还有绝对时间、相对时间、振幅数据和文件名 睬 

文件名以外，屏幕上的这些信息将随十字光标的移动改变。 

图5 在 NB-286笔记本计算机上显示的地震图形 

· 李沙白、剜启元、沈立^，克瓤带大动套地震簸据压缩宴时算法，地震学报 t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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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果 

本文描述的系统软件已安装在 NB-286笔记本计算机上 。近一年的野外实际应用结 

果表明，本文描述 的系统软件具有以下优点：(1)整个系统采用了人机对话的形式 ，操 

作简便、直观- (2)数据回收速度快，可靠性高，l MB地震数据只用 1O分钟左右； 

(3)屏幕显示灵活方便。本文描述的地震数据回收及回放系统尤其适合于野外地震观测 

工作。作为一个倒子，图 5给出了应用本文的地震数据回收系统从 GDS—1000宽频带数字 

地震仪上回收的地震记录，经解编后的在 NB286笔记本计算机上显示的地震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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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smic data retrieve processing．system for GDS一1000 portable 

broadband digital seismograph 

“ Shuncheng．Liu Qiyuan and Chen Jiuhui 

(Institute ofGeolog~yt State Seismological Bureau，Belt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s described the seismic data retrieve processing system operated on a 

notebook computer for GDS——1000 portable broadband digital seismograph．In case of 

field observation．this system is used for the contro1 parameters in put of the GDS—1000 

digital seismic recorder，the data retrieve and decoding，and the computer window dis- 

play of three——component seismograms recorded by the GDS-1000 broadband digital 

seismograph．For almost one year appl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is system is reliable， 

flexible and comf0rtable．This system can perf0rm fast duplex data communication be。 

tween teh GDS-1000 digital seismograph and IBM -PC com 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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