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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小波变换确定琉球俯冲带的深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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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应用离散小波变换和连续小波变换进行了干扰源分离和场源深度确定的模拟实验，发现通过小

波变换可有效地确定场源深度。根据实测重力异常数据研究了琉球俯冲带的深部特征，推测其在东经１２２．５°

线上地下１０５ｋｍ左右发生弯曲变为水平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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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球俯冲带地区的地震活动频繁，受到地学

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许多学者利用地震地质和

人工反射剖面等资料，采用地震层析成像、联合反

演等技术研究了其构造特征，但是对于深部特征

的认识还不明确［１３］。本文应用小波变换方法，在

模拟实验的基础上采用真实重力异常数据研究了

琉球俯冲带的深部特征。

１　位场小波变换

Ｍｏｒｅａｕ等根据泊松半群核构建了一种位场

小波基，将小波变换和位场数据的向上延拓联系

起来［４，５］，如下式所示：

犠［Δ犵狕］（狊，狓）＝狊犇狓Δ犵狕＋狊 ＝

４犌狊∫
＋∞

－∞
ｄ狓′∫

０

－∞
ρ（狓′，狕′）

（狊－狕′）（狓－狓′）ｄ狕′
［（狓－狓′）

２
＋（狊－狕′）

２］２

（１）

　　选用位场小波时，小波变换的尺度参数狊可

以理解为高度，小波变换的模极大值点表示的是

尺度狊处重力发生突变的位置
［６，７］。小波多尺度

边缘是不同延拓高度上重力发生突变的所有点连

成的曲线，它反映了地球内部的质量异常分布。

当狕＝０时，宽度为２犫、顶面和底面深度分别

为犺和犎 的二度直立柱体的重力异常的小波变

换为：

犠［Δ犵０］（狊，狓）＝犌ρ狊·

ｌｎ
［（狓＋犫）

２
＋（狊＋犎）

２］［（狓－犫）
２
＋（狊＋犺）

２］
［（狓＋犫）

２
＋（狊＋犺）

２］［（狓－犫）
２
＋（狊＋犎）

２］

（２）

　　小波变换模极大值点的位置为：

狓＝± ［２犫２－（狊＋犎）
２
－（狊＋犺）

２
＋犃］／槡 ６

（３）

其中，

犃＝ ［［（狊＋犎）
２
＋４犫

２］２＋［（狊＋犺）
２
＋４犫

２］２＋

１４（狊＋犎）
２（狊＋犺）

２
－１６犫

４］１／２

　　在无干扰情况下，根据多尺度边缘可以估计

场源的深度和形状，采用式（３）可以进一步反演获

得宽度和厚度等场源信息。

２　模拟实验

２．１　无干扰场源的情况

犺＝１２０ｋｍ、犎＝１４０ｋｍ、犫＝３０ｋｍ的二度

直立柱体，坐标原点位于柱体在地面投影的中心

线上，剩余密度ρ＝０．６ｇ／ｃｍ
３，计算它在地面上

－３００～３００ｋｍ 产生的重力异常，采样间隔为

１ｋｍ，如图１所示。

采用一阶位场小波，将重力异常进行连续小

波变换，得到各尺度上的模极大值点，即小波多尺

度边缘，如图２中粗实线所示。将模极大值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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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直线拟合，交点 犕 的坐标（狓，狕）为（２．３８，

－１２０．４）。拟合直线方程分别为：

狊１ ＝－１．５８５６狆－１１６．６６６９ （４）

狊２ ＝１．５８１４狆－１２４．２１６１ （５）

式中，狊１、狊２是变换尺度；狆是位置参数。

将犕 点狕坐标的绝对值作为场源犺的初值，

利用得到的尺度和模极大值点位置数组，根据

式（３）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确定犺、犎、犫三个参

数的最优值分别为 １２０．５ｋｍ、１３７．６ｋｍ 和

３３．４ｋｍ。实验发现，反演结果受到初值和选择尺

度一定的影响。

２．２　有干扰场源的情况

当场源上方存在一个长６０ｋｍ、宽１０ｋｍ、右

上角坐标为（４０，－３０）的薄板干扰时，如图３所

示，将产生的重力异常进行多尺度边缘分析，采用

直线拟合多尺度边缘，得到交点 犕″的坐标为

（４２．７，－３１．０），与干扰源的右上角坐标值接

近，如图４所示。

　 　

图１　二度直立柱体的

位置和重力异常

Ｆｉｇ．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
　　　　　

图２　二度直立柱体重力

异常的多尺度边缘

Ｆｉｇ．２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Ｅｄｇｅｓ
　　　　

图３　存在干扰的二度直立

柱体的位置和重力异常

Ｆｉｇ．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直接采用连续小波变换进行多尺度边缘分析

不能得到正确的场源深度信息，因此，首先采用离

散小波变换去除干扰［８］。根据采用的数据量，利

用ｄｂ５小波对得到的重力异常进行８层分解，在

第７层上进行低频重构
［９］，然后将重构获得的低

频信息进行小波多尺度边缘分析，如图５所示。

模极 大 值 拟 合 线 交 点 犕′的 坐 标 为 （４８．２，

－１３４．０）。虽然在狓坐标上有差距，但是狕坐标

值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认为场源深度在－１３４ｋｍ

左右。图５中狓坐标值３００附近的模极大值点主

要是边缘效应引起的。

３　实际数据分析

琉球俯冲带是菲律宾板块俯冲到欧亚板块形

成的，位于台湾岛东北部和日本南部之间，沿着琉

球群岛分布［１０］。根据卫星测高数据和船测重力

等计算获得分辨率为１″的自由空气重力异常数

据，选取北纬２２°～２６°、东经１２２．５°线犃犃′上的数

据进行分析，如图６所示。

俯冲带地区重力异常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

首先采用ｄｂ５小波进行离散小波变换，将重力异

常进行８层分解。根据重力异常和地形等的关系

以及采用的重力异常数据量，在第６层上进行低

频重构［８］。将重构后的重力异常进行位场连续小

波变换，选择的尺度是１～６０，得到的多尺度边缘

如图７所示。采用直线拟合两组模极大值点，得

到交点犖 的狕坐标为－１００．８ｋｍ。

选择不同的尺度进行小波连续变换，得到的

深度在－１００～－１１０ｋｍ范围内，推测俯冲板块

在地下１０５ｋｍ左右发生弯曲变为水平向延伸。

这种推论与地震资料的推断以及琉球俯冲带南部

图４　存在干扰的重力

异常的多尺度边缘

Ｆｉｇ．４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Ｅｄｇｅｓ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ＷｈｅｎＨａｖｉｎｇ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Ｂｏｄｙ

　　

图５　小波重构后的重力

异常的多尺度边缘

Ｆｉｇ．５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Ｅｄｇｅｓ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ｆｔｅｒＷａｖｅｌｅ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图６　琉球海沟俯冲

带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Ｒｙｕｋｙｕ

Ｔｒｅｎｃｈ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６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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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小波重构后俯冲带重力异常的多尺度边缘

Ｆｉｇ．７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Ｅｄｇｅｓ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ｆｔｅｒＷａｖｅｌｅ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的俯冲力较弱、俯冲板块容易发生弯曲等相对一

致［２，３，１０，１１］。

实验发现，采用离散小波多尺度分解重构去

除干扰源的影响，然后根据位场小波变换的多尺

度边缘确定场源深度特征有一定的可行性。俯冲

带的形状和密度等信息需要进一步建立相关的组

合模型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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