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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别分析Ｂｒｕｓｓｅｌｓ台站的观测记录，首先扣除数据序列中的合成潮得到重力残差，接着用小波带通滤

波器将残差滤波，得到２５６～５１２ｄ时间尺度上的序列，然后运用最小二乘法估算Ｃｈａｎｄｌｅｒ和周年项的潮汐因

子。由于小波滤波器能更有效地消除仪器漂移，计算结果具有更小的均方差，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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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导重力仪（ＳＧ）能观测到极移引起的重力

变化，也即所谓的极潮。最早开始利用超导研究

极移可以追溯到１９８８年Ｒｉｃｈｔｅｒ等人
［１］，此后很

多人开始用超导和地球自转参数（ＥＯＰ）探讨极

潮［２７］。在以往的研究中，仪器漂移通常是用多项

式或指数模型拟合的，但是当漂移出现突变时，采

用这种拟合方法并不准确，Ｂｒｕｓｓｅｌｓ台站的超导

重力观测就存在这一现象［８］。而且，由于没有有

效的带通滤波器，Ｃｈａｎｄｌｅｒ和周年项通常被滤波

到相对较宽的频带上，这一频带上往往还存在着

大而复杂的局部扰动信号，很难用数学方法消除，

从而影响极潮潮汐因子的估算。

本文尝试运用小波方法解决以上问题。首先

进行数据预处理，然后按相应的时间间隔抽取获

得采样率为１ｄ的重力和气压观测数据，并从重

力序列中扣除合成重力潮信号，得到重力残差。

同时，基于国际地球自转服务中心（ＩＥＲＳ）发布的

极坐标资料，计算出地球极移导致的重力变化。

应用小波滤波器对超导观测值的重力残差和

ＩＥＲＳ的极移数据进行滤波，得到２５６～５１２ｄ时

间尺度上的滤波结果，估计极潮的潮汐因子，进一

步得出未经模型改正的所有周年重力效应。

１　小波滤波器

小波变换是将信号分解成以小波为基函数的

叠加，即将信号或者函数犳（狋）表示成小波函数和

尺度函数的加权和：

犳（狋）＝犃１φ（狋）＋犃２ψ（狋）＋

∑
狀∈犣

＋，犿∈犣

犃狀，犿ψ（２
狀狋－犿） （１）

式中，ψ（狋）称为母小波；φ（狋）称为尺度函数或父小

波。两者的关系可由双尺度方程来表示：

φ（狋）＝ ∑
∞

犽＝－∞

犺（犽）φ（２狋－犽） （２）

ψ（狋）＝∑
犽

（－１）
犽犺（２犖－犽）φ（２狋－犽） （３）

式（２）为与尺度函数φ（狋）有关的伸缩方程，滤波器

系数犺（犽）长度为２犖。因此，知道滤波器系数犺（犽）

和尺度函数φ（狋）就可以推导出小波函数ψ（狋）。

小波变换也有快速算法，即文献［９］提出的多

分辨率分析法（ＭＲＡ）。

本文采用的犖 阶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小波
［１０］具有长

度为２犖－１的紧支集，可以生成长度为犔＝２犖

的低通滤波器犺（犽）和高通滤波器犵（犽）。长度犖

越长，滤波器的长度也就越长，其频率响应的带

通越光滑而带阻越陡。对于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小波，犖

还代表了消失矩的阶数，其中消失矩定义为：

∑
犖－１

犽＝０

（－１）
犽犺（犽）犽犿 ＝０ （４）

式中，犿取（０，１，２，…，犖－１）的整数。式（７）为

小波函数与犖－１阶多项式的卷积，表示小波的

时域分辨率较低。这一特性可应用于重力信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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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分析，因为超导仪器的漂移可以被压制而调

和项不会受影响。但是，小波变换会引起边界效

应，所选的小波越长，这种效应就越明显，所以根

据不同的超导数据选择合适的小波长度是必要

的。

２　数据预处理

本文采用ＧＧＰ的Ｂｒｕｓｓｅｌｓ台站的连续观测

序列［１１］，该站位于（４．３５８１°，５０．９７８６°）处，连续

观测５０５９ｄ。在数据分析前，首先用“ＴＳｏｆｔ”
［１２］

在不破坏ＳＧ重力观测信号的前提下，利用人工

方法修正一些可能的诸如尖峰、突跳和一些常出

现的高频扰动信号。完成数据的修正后，对每

ｍｉｎ的数据按相应时间间隔抽取得到每ｈ的数据

序列。然后，扣除合成重力潮信号得到重力残差。

合成潮根据Ｔａｍｕｒａ的潮汐表
［１３］及ＶＡＶ潮汐分

析软件［１４］计算而来。重力残差继续以同样的方

法被重采样到１ｄ的数据序列（见图１）上。

极移引起的重力变化可以由下式计算［１５］：

狆犜（狋）＝犚Ω
２ｓｉｎ２θ［狓（狋）ｃｏｓλ＋狔（狋）ｓｉｎλ］（５）

式中，犚（６．３７１×１０６ ｍ）为地球平均半径；Ω

（７．２９２１１５×１０－５ｒａｄ·ｓ－１）为地球平均自转角

速度；θ、λ分别为观测地的余纬和经度；狓（狋）、狔（狋）

分别为狋时刻该点的极坐标。本文采用ＩＥＲＳ提

供的ＥＯＰＣ０４与式（５）计算出各ＳＧ台站对应的

采样率为１ｄ的理论极潮，计算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重力残差及极移引起的重力变化

Ｆｉｇ．１　Ｇｒａｖｉｔｙ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ｅ

Ｔｉｄｅｓ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３　重力残差的小波滤波

从图１可以看出，重力残差有一个向上的趋

势，这是由超导重力仪的仪器漂移与长期重力变

化引起的。在调和分析中，一般用线性或者二次

多项式来拟合仪器零漂，进而消除之。但是，当超

导观测的数据序列越来越长时，简单的数学函数

很难准确描述仪器的漂移。

为了消除仪器漂移，用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小波滤波

器将残差滤波到一个非常窄的带通１／２８～１／２
７

周／°（周期为２５６～５１２ｄ）上，由此，该频带以外的

仪器漂移和高频噪声均被消除。同样，对极潮进

行滤波，得到同一时间尺度上的数据序列。局部

气压观测序列也同样滤波到相应的频带上，消除

了仪器漂移的数据序列在０上下波动。可以将这

一时间尺度上的时间序列看成是周年项和Ｃｈａｎ

ｄｌｅｒ项的叠加。将ＳＧ观测的滤波结果记为观测

极潮，ＩＥＲＳ计算结果的滤波当作理论极潮。

从图２可以看出，在Ｂｒｕｓｓｅｌｓ有很大的周年

信号。除了周年摆动外，海平面变化、大气、水循

环以及其他周年地球物理现象都可能引起异常的

周年信号，但迄今为止还无法得到这些环境变量

的准确模型，而且超导仪器对气候变化的反应非

常复杂，并有可能引起很大的周年变化，比如台站

温度的周年变化以及周年的倾斜变化。而且，除

了Ｂｒｕｓｓｅｌｓ外，周年和Ｃｈａｎｄｌｅｒ项没有明显的分

离，原因是两者的频率相差太小，而数据长度不够

长。已知周年项的理论周期为３６５．２５ｄ，Ｃｈａｎ

ｄｌｅｒ项的理论周期为４３２ｄ，所以理论上至少需要

（犳犪－犳犮）
－１＝３３３４ｄ才能将两者分离开。

图２　超导数据与极潮的滤波结果

Ｆｉｇ．２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ｏｔｈｉｎＴｉｍｅ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ｓ

４　最小二乘估算潮汐参数

为了计算Ｃｈａｎｄｌｅｒ和周年摆动的潮汐因子

（振幅因子δ和相位延迟κ），必须把二者分离开，

本文采用正弦函数匹配法来进行分离。时域中两

个周期为４３２和３６５．２５的正弦函数的最小二乘

５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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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经常用来分离极潮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和周年

项［６，７］。在对ＳＧ数据滤波以后，由于在２５６～５１２

ｄ的频带上很多环境噪声被消除，此时进行分析

会有效得多。这一频带上的信号可以看作是两个

正弦信号之和：

Δ犵１（狋）＝犃犪ｃｏｓ（ω犪狋＋犪犪）＋犃犮ｃｏｓ（ω犮狋＋

犪犮）＋犆·犘（狋，Δ犜） （６）

式中，犪、犮分别代表周年项和Ｃｈａｎｄｌｅｒ项；犘（狋，

Δ犜）为周期２５６～５１２ｄ范围内存在的局部气压

信号；犆为导纳值，由重力残差信号与局部气压信

号作回归分析而得，本文取值为－３ｎｍ·ｓ－２／

ｈＰａ－１
［１６］。

同样，式（５）计算得到的理论极潮可以看成：

Δ犵１（狋）＝犅犪ｃｏｓ（ω犪狋＋犫犪）＋犅犮ｃｏｓ（ω犮狋＋犫犮）

（７）

　　运用最小二乘法分别计算观测极潮和理论极

潮，确定参数犃犻、犅犻、犪犻以及犫犻，进而确定Ｃｈａｎ

ｄｌｅｒ及周年项的振幅因子δ犮、δ犪 以及相位延迟κ犮、

κ犪：

δ犮 ＝犃犮／犅犮，δ犪 ＝犃犪／犅犪

κ犮 ＝犪犮－犫犮，κ犪 ＝犪犪－犫犪
（８）

计算结果见表１与表２。

表１　极潮犆犺犪狀犱犾犲狉项的潮汐因子

Ｔａｂ．１　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Ｗｏｂｂｌｅ

犃犮／μＧａｌ δ犮 κ犫／（°）

本文 ３．１９００±０．０２８７１．１６００±０．００４３ －６．３２±０．００４９

文献［６］３．４５８９±０．１４７１１．１８４８±０．０５０４ －６．３６±２．４３

文献［７］ １．１５００±０．１４ ０．７

文献［８］ １．１８６５±０．０１２６

表２　各站极潮周年项的潮汐因子

Ｔａｂ．２　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Ｗａｖｅ

ａｔＥａｃｈＳｔａｔｉｏｎ

犃犪／μＧａｌ δ犪 κ犪／（°）

本文 ４．１２±０．０２８６ ３．１８±０．０２０３ －１３６．６９±０．００１６

文献［７］ ０．９２±０．１７ －２７．７

　　 从表１可以看出，虽然振幅因子都比较接近

理论值［１７］，但是本文方法的均方差有显著改善，

说明本文方法的结果更加可靠。之所以能够获得

更高的内符合精度，得益于小波滤波方法能有效

消除仪器漂移。事实上，小波能够消除２５６～５１２

ｄ时间尺度以外所有频率成分而不需要绝对重力

来辅助漂移的建模。

同样，表２中的均方差也有了明显改善，但是

潮汐因子的差距较大，原因之一是因为文献［７］还

进行了地下水的改正。由于周年项的影响机制非

常复杂，且缺少观测数据，难以建模加以定量分

析，所以目前为止难以获得确切的周年项潮汐因

子。

至此，未经模型改正的周年重力可以用下式

计算：

犵狌犪 ＝犃犪ｃｏｓ（ω犪狋＋犪犪）－犅犪ｃｏｓ（ω犪＋犫犪）（９）

式中，犵狌犪为剩余周年重力。Ｂｒｕｓｓｅｌｓ站未经模型

改正的周年重力效应大约有５μＧａｌ。

由于周年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过程，所

以应该对各个台站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对于特

殊的环境影响要建立特殊的模型，如Ｂｒｕｓｓｅｌｓ台

站的相位延迟κ值比较大，主要原因是海洋负荷

的影响。

５　结　语

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小波滤波器在长周期重力变化分

析中显示出其优越性。小波方法消除了周期在

２５６～５１２ｄ范围之外的所有信号成分，既包括仪

器漂移，也包括了来自于其他影响的长周期信号

成分。但是，小波滤波方法不能消除极潮频段内

的环境影响。要获得更好的分析结果，长期的环

境效应，比如全球海洋负荷、水循环、土壤湿度变

化的周年影响都应认真加以建模，这一工作需要

多学科联合起来研究，也是笔者下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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