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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日本大地震重力信号同震响应

王林松１　陈　超１　梁　青１　王秋革１

（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物理与空间信息学院，武汉市鲁磨路３８８号，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对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 Ｍｗ９．０级地震前后的观测重力资料进行了同震响应

信号分析，给出了ｇＰｈｏｎｅ重力仪在大地震后的长周期地震面波和自由振荡的观测结果。震后１２ｈ数据经带

通滤波后可以分辨出７个环绕地球传播的瑞雷波记录，在低频范围内（５ｍＨｚ以下）检测到４３个地球自由振

荡基频振型及５２个谐频振型，其分布与理论模型吻合较好。其中，在１ｍＨｚ以下的低频段内观测到４个振

型的谱峰分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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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７；Ｐ２２３

　　超导重力仪由于其分辨率高、信噪比低、稳定

性强，适用于分析地球的低频简正模，并已经成功

地记录了苏门答腊安达曼地震（Ｍｗ＝９）激发的

地球自由振荡现象［１］，而人们通常认为体波（Ｐ、Ｓ

波）以及由地震产生的瑞雷波和拉夫面波等高频

信号大多由对较高频带（０．１～１０Ｈｚ）进行优化

的地震检测仪检测。Ｎｉｅｂａｕｅｒ等（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ｉｃｒｏｇｌａｃｏｓｔｅ．ｃｏｍ／ｐｄｆ／ｇｐｈｏｎｅｐａｐ．ｐｄｆ）利用位

于科罗拉多的５台ｇＰｈｏｎｅ重力仪对发生在２００６

年１１月日本千岛群岛８．２级的地震进行观测的

结果表明，５台ｇＰｈｏｎｅ对地震的响应几乎一致，

并且与超导重力仪、ＳＴＳ２地震仪在地震频带响

应、首波初至及全球环绕面波等方面进行了比较，

得出三种类型的仪器都能提供由于地震引起的地

面运动信息。

对于大地震（Ｍｗ＞７）激发的地球自由振荡

现象，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由Ｂｅｎｉｏｆｆ等
［２］和

Ｎｅｓｓ等
［３］分别利用应变仪和弹簧重力仪观测到

了自由振荡现象，从而揭开了地球自由振荡检测

的序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超导重

力台站网的逐步形成，Ｃａｍｐ
［４］、Ｎｅｕｍｅｙｅｒ等

［５］和

雷湘鄂等［６］先后利用超导重力仪观测数据开展了

检测球型自由振荡的研究，其中在低频段（＜０．８

ｍＨｚ）具有高信噪比特性的超导重力仪为这项研

究提供了平台。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世界标准时

（ＧＭＴ）０５：４６：２３，发生在日本仙台市以东的太平

洋海域约１３０ｋｍ处（３８．３２２°Ｎ，１４２．３６９°Ｅ）的

９．０级大地震
［７］不仅引起了太平洋大海啸，还激发

了全球规模的地球长周期环绕面波以及全球规模

的地球自由振荡。本文依据位于湖北武汉的

ｇＰｈｏｎｅ＃０９４重力仪所观测到的该地震前后共７ｄ

的记录，讨论了ｇＰｈｏｎｅ检测到的该地震引发的重

力同震信号，并且以此研究了地球自由振荡现象。

１　观测数据处理

对于重力潮汐的改正，理论上可以采用计算

合成潮来进行改正，但获得精确的潮汐参数需要

对台站积累数年的观测资料进行调和分析得

到［８］。Ｎｅｓｓ等
［３］、Ｃａｍｐ

［４］和Ｎｅｕｍｅｙｅｒ等
［５］并不

是采用计算合成潮的方法，而是采用数字滤波器

对重力潮汐进行改正。雷湘鄂等［６］认为数字滤波

方法不能完全去除潮汐的影响，而采用多项式拟

合得到重力潮汐的变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９］，

不对观测数据进行重力潮汐校正，而直接提取地

球自由振荡的信息，结果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也可

以成功提取。考虑到仪器残余漂移的影响，本文

采用巴特沃斯数字滤波对重力潮汐进行改正，同

时也可以消除长周期变化的仪器零漂。巴特沃斯

滤波的特点是滤波后，通频带内的频率响应曲线



　第３７卷第１１期 王林松等：东日本大地震重力信号同震响应

最大限度地平坦，而在阻带频率则逐渐下降为零。

经过试验比对，在进行高通滤波时，选用二阶巴特

沃斯滤波器不仅能最大程度地消除重力潮汐与仪

器低频残余漂移的影响，而且能很好地保留中低频

段的地球自由振荡信号。此外，重力潮汐改正后的

数据还需进行气压效应改正。在本文中，ｇＰｈｏｎｅ＃

０９４采用的气压导纳值为使用比较统一的犃＝

－０．３μＧａｌ（１０
－８ ｍ／ｓ２）／ｍＢａｒ（１ｍＢａｒ＝１ｈＰａ），

气压实测值采样率与重力信号一致。并且经过长

期的对比认为，其与重力的相关性较高［１０］。

经过各项校正之后的观测数据如图１所示。

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７．２级地震引起的重力最大峰

峰值可达４０×１０－５ｍ／ｓ２，随后的几次６级以上的

地震同样引起ｇＰｈｏｎｅ＃０９４重力响应信号，但幅

值相对较小。而３月１１日发生的９．０级地震能

量巨大，引起的最大重力峰峰值已超过仪器１００

×１０－５ｍ／ｓ２的量程，此后余震不断，且震级大多

在６级以上。

图１　２０１１年３月８～１４日ｇＰｈｏｎｅ＃０９４重力仪记录信号（采样间隔：１ｓ）

Ｆｉｇ．１　Ｓｉｇｎａｌ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ｇＰｈｏｎｅ＃０９４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ｅｒ

２　首波及长周期地震面波

图２显示了由ｇＰｈｏｎｅ＃０９４观测到此次地

震（Ｍｗ９．０）首次到达的Ｐ波、Ｓ体波和瑞雷面波

记录，此次９．０级地震引起的重力变化最大幅值

高达约±５０×１０－５ｍ／ｓ２（仪器最大量程），仪器的

垂直速度信号最大幅值约在±２５００μｍ／ｓ左右，

相比之前地震（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Ｍｗ７．２）引起

的弹簧位置变化差距巨大。其中Ｐ波、ＰＰ波、Ｓ

波与瑞雷波均能比较明显地辨别出来。

图２　由ｇＰｈｏｎｅ＃０９４重力仪记录到的 Ｍｗ９．０级地震首次到达１６００ｓ内Ｐ波、Ｓ波、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波同震响应（采样间隔：１ｓ）

Ｆｉｇ．２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Ｐｗａｖｅ，Ｓｗａｖｅ，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ｗ９．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ｉｒｓｔ

ＡｒｒｉｖａｌＴｉｍｅｕｐｔｏ１６００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ｇＰｈｏｎｅ＃０９４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ｅｒ

　　随着瑞雷波环绕地球传播，在观测点与震中

的全球正反向弧途径上会再次出现地震波响应信

号，这里记录的地震波主要为瑞雷面波，通常被标

记为犚
［１１］。由于震后余震的干扰，致使震后瑞雷

波的记录辨别有些困难，通过对震后１２ｈ重力及

速度信号进行１８０～４００ｓ带通滤波后，能够比较

清晰地看到震后３２５ｍｉｎ有３个独立的瑞雷面波

到达观测点，以及１２ｈ内至少有７个独立的瑞雷

波到达观测位置，并且长周期瑞雷波环绕地球一

圈需要大约３ｈ，幅值逐渐衰减，如图３所示。环

绕地球正反向弧瑞雷波（波峰）到达的时间分别为

０．２９４ｈ、２．９３９ｈ、３．３８５ｈ、６．０３３ｈ、６．４７７ｈ、

９．１２８ｈ、９．５６９ｈ。

３　地球自由振荡的检测

对ｇＰｈｏｎｅ＃０９４的记录数据进行各项改正

后 ，应用傅立叶谱分析（采用Ｈａｎｎｉｎｇ窗）得到

９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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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ｇＰｈｏｎｅ＃０９４对环绕地球传播的瑞雷波（犚犖）记录（采样间隔：１ｓ）

Ｆｉｇ．３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犚犖）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ｇＰｈｏｎｅ＃０９４

此次大地震激发的地球自由振荡频谱。此次选取

的地球自由振荡信号的残差资料长度约为７２ｈ，

则谱分析的频率分辨率约为３．８６×１０－６ Ｈｚ。在

低频范围内（小于５ｍＨｚ）一共检测到９５个地球

自由振荡振型，包括４３个基频振型和５２个谐频

振型，其中实测的基频振型与ＰＲＥＭ及ＨＢ１模型

理论值的偏差未超过傅立叶谱分析的分辨率（即

３．８６×１０－６ Ｈｚ），但一些低频振型（０犛０～０犛７）的

实测中心频率值与ＰＲＥＭ 地球模型
［１２］及 ＨＢ１模

型［１３］的理论值存在一定的偏差，其原因是由于谱

分裂所致，而在本征频率未完全分裂时，实测中心

频率值可能不能代表该振型真实的中心频率。此

外，由于地球是一个有限的整体，从特定点源发射

的瞬态波最终还是会产生干涉，当传播长度是波

长的整数倍时，相互干扰的振型也会出现。因此，

在时长几天（７２ｈ）的波谱尾部（大于４ｍＨｚ）出现

的较为离散的谱峰与地球自由振荡周期有关，谱

峰的分离是频率相差不大的振型干涉所致，进而

造成对谐频振型谱峰的检测在级数较大时较为困

难。

由于地球自转和椭球扁率的影响，地球自由

振荡的本征频率并不是简并的，而会出现谱峰分

裂现象。另外，地幔横向不均匀性和内核各向异

性也会引起自由振荡的谱峰分裂，所以对谱峰分

裂的检测为研究地球深部结构提供了新方法。在

ｇＰｈｏｎｅ＃０９４观测到的东日本大地震激发的地球

自由振荡信号中，一些振型的谱峰分裂现象包括

０犛２、０犛３、０犛４与０犛０，如图４所示，图中黑色虚线代

表各个谱峰分裂的频率值。每个存在谱线分裂的

振型都包括２个以上的分裂谱峰，虽然与模型理

论预测值（如ＰＲＥＭ 模型
［１２］）存在一些偏差，但

是实际上，在自由振荡信号很微弱的情况下，仪器

低频带的响应、数据信噪比、处理方法的选用，特

别是气压效应的影响，都可能引起谱分裂频率检

测的偏差。对较为明显的分裂和不明显的分裂

（波峰的）模式区分后发现，前者在振型频谱中的

波峰不止存在一个值，这种模型的分裂是由独立

的单谱线形成，一般在低阶振型较为典型。在不

明显的分裂振型中，由于周期相同振型的单谱线

太多或者谱线相距太近，无法利用较小分辨率的

谱分析进行有效分离。另外，它的衰减率以及数

据时间长度的选取也是限制这些振型完全分裂的

因素。同时，１ｍＨｚ以下振型频谱检测的信噪比

相对不高，除观测背景噪音及振型衰减因子的影

响外，通过单一大气导纳值改正的重力信号可能

未完全消除气压效应，使得气压效应的低频成分

（＜１ｍＨｚ）仍然存在，从而导致谱峰检测的信噪

比低，谱峰分裂不完整，甚至谱峰频率存在偏差。

图４　ｇＰｈｏｎｅ＃０９４重力仪检测到部分地球

自由振荡的谱峰分裂

Ｆｉｇ．４　Ｓｏｍ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Ｐｅａｋ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

Ｆｒｅ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ｇＰｈｏｎｅ＃０９４

４　结　语

通过对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９．０级地震

前后记录到的同震形变波资料的分析表明，ｇＰｈｏｎｅ

重力仪能够很好地记录其相关地震信息，并且可以

清晰地分辨出震后首次到达的体波和面波。通过

对观测资料的处理与分析，在低频段（小于５ｍＨｚ）

检测到４３个地球自由振荡基频振型及至少５２个

谐频振型，总体结果与理论模型吻合较好。本文观

测不明显（耦合）的谱分裂现象较多，表明此次东日

本大地震能量巨大，激发出大量的谐频振型，由于

周期相同振型的单谱线太多，或者说这些谱线相距

太近，无法在谱分析里进行分解，所以检测到的谐

０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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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振型中只包括谱峰可以识别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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