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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应用小波多重分解法和小波多尺度边缘重构方法研究了重力异常的分离，发现该方法可以同时

进行纵向和横向影响的有效分离，为复杂地区重力异常的合理分离提供了参考。在模拟实验的基础上，应用

该分离方法对琉球俯冲带地区的重力异常进行了分离。在纵向分离中，提出根据重力异常和海底地形的相关

性确定合适的分离尺度。在小波多尺度边缘分析中，通过选择合适的尺度范围同样可以达到分离横向重力异

常的效果，而且比多尺度边缘重构方法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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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异常数据是研究地球科学问题的重要数

据，它包含了大量复杂的地球物理信息。俯冲带

地区的重力异常影响更加复杂，包括海水、海底沉

积物、海底地形和地壳等的影响。为了研究俯冲

带的构造特征，必须对重力异常进行分离，去掉海

水和地形等其他干扰的影响。重力异常的分离方

法有解析延拓法、频率域滤波法等，这些方法一般

只针对横向或者纵向分离，同时有一定的局限

性［１３］。小波分析是一种有效的数学工具，Ｆｅｄｉ

和杨文采等采用小波多尺度分解研究了纵向场源

的分离；Ｂｏｓｃｈｅｔｔｉ等应用小波多尺度边缘研究了

横向场源间的分离［３６］。本文综合采用小波多尺

度分解重构和多尺度边缘重构分离重力异常，在

模拟实验的基础上对琉球俯冲带地区的重力异常

进行了实际分离实验。

１　多重分解法和小波多尺度边缘重

构

　　小波多尺度分析是将函数表示为一系列近似

函数的逼近极限，其中每一个近似函数都是原函

数在不同分辨率子空间上的投影。对于重力异常

函数Δ犵（狓）∈犔
２（犚），有：

Δ犵（狓）＝∑
犽∈犣

犮犼，犽φ犼，犽（狓）＋∑
犼

犾＝１
∑
犽∈犣

犱犾，犽ψ犼，犽（狓）

（１）

其中，犮、犱分别为低频和高频系数；φ为小波函

数；ψ为尺度函数。

根据 Ｍａｌｌａｔ算法，小波多尺度重构时，

犮犼，犽 ＝∑
狀∈犣

犮犼＋１，犽犺（犽－２狀）＋∑
狀∈犣

犱犼＋１，犽犵（犽－２狀）

（２）

其中，犺、犵分别为高频和低频滤波器系数。

异常场是地下不同深度层次和规模的场源引

起的异常叠加，并且包含了不同程度的噪声干扰。

多重分解法就是根据重力异常的小波多尺度分解

重构达到分离噪声等目的［３］。在实际重力异常分

离中，需要确定干扰源所在的尺度，如海水、海底

地形等对重力异常的影响。通过不同尺度上的信

号低频重构，可以去掉一些干扰影响，达到分离异

常的目的。但是，重构尺度的合理确定是一个难

点。在俯冲带重力异常分离中，本文根据重力异

常和海底地形的相关性确定合适的分离尺度。

小波多尺度边缘是不同尺度上的小波系数模

极大值点连成的线，它通常是重要结构的边界，含

有信号的主要信息，通过这些边缘点就可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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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小波进行信号重构［７］。基于小波多尺度边

缘重构的重力异常分离可分为两步［５］：① 通过对

信号进行向上延拓或微分进行小波变换，将获得

的多尺度边缘作为小波变换的局部极大值；② 通

过选择合适的小波多尺度边缘逆小波变换获得重

构信号，达到横向分离的目的。

２　模拟实验

２．１　纵向场源分离

设存在质量为１０１２ｋｇ的地下点质量场源

犕１，其（狓，狕）坐标为（３５０，－３００）ｍ，同时存在两

个质量都是１０８ｋｇ的干扰源犕２和犕３，其（狓，狕）

坐标分别为（１２８，－５）ｍ和（４８４，－５）ｍ。计算

场源和干扰源在狓轴上１～５１２ｍ之间产生的重

力异常，采样间隔为１ｍ。根据数据特点和各类

小波的性质［８］，采用ｄｂ５小波进行８尺度分解，根

据各尺度重构后的误差，在第７尺度上进行低频

重构，如图１所示，低频重构后的各项误差如表１

所示。

图１　原始重力异常与重构重力异常图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表１　低频重构后的各项误差／ｍＧａｌ

Ｔａｂ．１　Ｅｒｒｏｒ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ｉｇｎａｌ／ｍＧａｌ

尺度１ 尺度２ 尺度３ 尺度４ 尺度５ 尺度６ 尺度７

平均误差 －７．８８２４ －７．８８２５ －７．８８６８ －７．９６９２ －７．９１６３ －７．６６８３ －７．２９８５

标准差／１０－１４ ７．００２６ ８．７９２５ ６．８４５６ ３．７４４７ １２．３９６ ７．３７９４ ２０．４７４

均方差 ２３．３８２８ ２３．３５７４ ２３．０６６４ ２２．０５１８ １７．９８２９ １４．５０７０ ９．９４００

　　研究发现，小波多尺度分解重构对于纵向场

源的分离有较好的效果，但是重构时的尺度需要

具体数据具体分析，一般通过预估埋深和数据量

来确定。

２．２　横向场源分离

设存在质量为１０１１ｋｇ的点质量场源犕４和质

量为１０８ｋｇ的干扰源犕５，它们的（狓，狕）坐标分别

为（３５０，－１００）ｍ和（５０，－１００）ｍ。计算它们在

狓轴上１～５１２ｍ之间产生的重力异常，采样间隔

为１ｍ。实验发现，小波多重分解法对于横向场

源的分离效果不好。采用一阶位场小波对总的重

力异常进行连续小波变换［９］，获得重力异常的多

尺度边缘如图２所示。

根据多尺度边缘的特征，选取图２（ａ）中右边

的两组多尺度边缘线进行信号重构，采用迭代逼

近的方法得到分离后的重力异常如图３所示。同

层场源分离误差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同层场源分离误差表／ｍＧａｌ

Ｔａｂ．２　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Ｌａｙ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Ａｆｔｅ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ｍＧａｌ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均方差

原始信号 ６６７．４２ ５０．６４ ０ ０

分离信号 ６９４．９４ ６５．７９ ４．２９ １９．０４

　　研究发现，小波多尺度边缘重构能够比较有

效地分离横向干扰源的影响，但精度不高。通过

图２　总的重力异常和

对应的小波多尺度边缘

Ｆｉｇ．２　Ｔｏｔ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

ａ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Ｗａｖｅｌｅｔ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Ｅｄｇｅｓ

　

图３　场源重力异常和

分离后的重力异常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ｏｆＦｉｅｌｄ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Ｓｅｐａ

ｒａｔ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多尺度边缘还可以推测场源的位置，作为限制条

件，有利于场源的进一步反演。

２．３　混合干扰源分离

如果在§２．２的实验中除横向干扰源犕５外，

还存在一个质量为１０８ｋｇ的点质量纵向干扰源

犕６，其（狓，狕）坐标为（３００，－５）ｍ。计算场源犕４

和干扰源犕５、犕６产生的重力异常。

首先进行小波多尺度分解，根据数据特征采

用ｄｂ５小波分解８层，并在第５尺度上重构信号。

如图４所示，小波多尺度重构有效地分离了浅层

干扰源犕６的影响。然后采用小波多尺度边缘重

构进行横向场源的分离，最终的分离结果如图５

所示。

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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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发现，综合应用小波多重分解法和小波

多尺度边缘重构能比较有效地分离纵向和横向干

扰源的影响，但是对于横向干扰源的影响分离精

度较低，这也是重力异常分离中普遍存在的难点

问题，迄今为止在这方面还没有完全解决［１，１０］。

图４　纵向分离后重

力异常对比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

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图５　场源重力异常

和分离后重力异常

Ｆｉｇ．５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ｏｆＦｉｅｌｄ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Ｓｅｐ

ａｒａｔ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３　俯冲带重力异常分离

选取琉球俯冲带地区东经１２２．５°线上根据

卫星测高数据和船测重力等计算获得的分辨率为

１′的２５６个空间重力异常数据进行实际重力异常

分离实验。根据俯冲带地区重力异常的特征分

析，发现前５个尺度上主要是 Ｍｏｈｏ面上部质量

异常的影响，包括海水、海底沉积物、海底地形等

的影响［１１］。因此在研究俯冲带构造特征时，可以

通过在第５或第６尺度上进行低频重构信号来分

离这些纵向影响。

由于采用的数据量较少，首先采用支撑矩较

小的ｄｂ４小波对实际重力异常进行８尺度分解，

根据重力异常和海底地形的相关关系，在第５尺

度上进行重构，得到重构后的重力异常如图６所

示。然后采用一阶位场小波对重构后的重力异常

进行连续小波变换，得到相应的多尺度边缘，选择

图７（ａ）中左边两条靠近俯冲带地区的多尺度边

缘线进行信号重构，并进行平滑处理，获得分离后

的重力异常如图７（ｂ）所示。

上面的实验是在小尺度范围内进行的，更换

小波多尺度边缘分析的尺度范围再次进行实验。

对多重分解后的重力异常进行１～６０尺度的小波

多尺度边缘分析，如图８所示。将图８与图７中

的多尺度边缘线进行对比发现，在多尺度边缘分

析中选择大的尺度范围能够去掉一些横向影响和

边缘影响，同样可达到重力异常横向分离的效果。

由于多尺度边缘重构分离横向干扰的精度不

高，而且计算较复杂，因此对于大范围的俯冲带重

图６　原始重力异常

与重构重力异常

Ｆｉｇ．６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

ｕｃｔ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图７　原始重力小波多尺

度边缘和分离后的重力异常

Ｆｉｇ．７　Ｗａｖｅｌｅｔ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Ｅｄｇｅ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图８　重构重力异常１～６０尺度小波多尺度边缘

Ｆｉｇ．８　Ｗａｖｅｌｅｔ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Ｅｄｇｅｓ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ｒｏｍ１ｔｏ６０Ｓｃａｌｅｓ

力异常的横向分离可以采用大尺度范围的多尺度

边缘分析方法。故在实际的俯冲带反演中，重力

异常可采用只是进行纵向分离后的数据。经过分

离后的重力异常反映了俯冲带地区的深部构造，

为进一步反演俯冲带的形状或倾角等构造特征提

供了数据基础［１２］。

４　结　语

本文综合采用小波多重分解法和小波多尺度

边缘重构方法分别进行了纵向、横向和混合干扰

源分离的模拟实验。实验发现，综合方法能有效

地分离复杂干扰的重力异常，但是横向分离的精

度不高。在俯冲带地区的实测重力异常分离实验

中，提出根据重力异常和海底地形的相关性确定

多重分解在第５或第６尺度进行，根据多尺度边

缘分析的尺度范围选择来替代多尺度边缘重构方

法，达到横向分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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