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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犚犃犆犈卫星时变重力场的小波多尺度分解
———以２００８年汶川 犕狊８．０大地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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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ＵＴＣＳＲ发布的ＧＲＡＣＥ卫星资料，计算了汶川及其周边地区的卫星时变重力场，并利用小波多

尺度分析方法对卫星重力场进行分解，得到了反映不同深度的重力场细节和逼近。通过研究各个细节和逼近

成分的重力场变化，结合区域构造运动的特点，对ＧＲＡＣＥ观测的时变重力场及汶川地震的动力机制进行了

初步解释和讨论。结果表明，４阶细节和４阶逼近较好地揭示了汶川地区构造形变和深部物质流动引起的重

力变化，而且这种震前重力变化特征满足地震孕育发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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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ＧＲＡＣＥ卫星时变重力资料，开展卫星

重力在地震监测中的应用，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

热点［１３］。重力场的变化量揭示了地球系统内部

的物质运动、分布及变化，它主要是由地球流体圈

层的质量迁移引起的，也可能与冰川均衡调整和

地震现象造成的质量运动有关［３５］。因此，理论上

ＧＲＡＣＥ卫星观测到的重力变化包含了浅部到深

部的各种质量改变成分，可以通过位场分离的方

法去识别与提取。

近几十年来，小波多尺度分析方法作为一种

新的位场分离途径，可以将重力异常分解到不同

的尺度空间中，尺度大小决定了重力异常所反映

的地质体埋深，为重磁资料的解释和研究提供了

新的思路，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６，７］。本

文利用小波多尺度分解方法，对ＧＲＡＣＥ卫星观

测到的与汶川 Ｍｓ８．０级大地震有关的重力场变

化进行多重分解，探讨了不同空间尺度所反映的

重力变化及其地质构造意义。

１　重力异常的小波多尺度分解

对于离散序列信号犳（狀）∈犔２（犚），其离散小

波变换定义为信号犳（狀）与小波函数φ的卷积，即

犠犳（犼，犽）＝犪
－
犼
２

０ ∑
＋∞

狀＝－∞

犳（狀）φ（犪
－犼
０狀－犽犫０）

（犼，犽，狀∈犣） （１）

式中，犪０ 为尺度参数；犫０ 为位移参数。

令φ犼，犽（狀）＝φ（犪
－犼
０狀－犽犫０），可证明｛φ犼，犽（狀）｝

构成犔２（ ）犚 空间的一组标准正交基，相应的小波

变换为［８］：

犳（狀）＝ ∑
＋∞

犼＝－∞
∑
＋∞

犽＝－∞

犠犳（犼，犽）ψ犼，犽（狀）

（犼，犽，狀∈犣） （２）

　　把多尺度分析方法应用于重力场资料处理，

重力场被分解为逼近部分和细节部分，可表示为：

犳（狓，狔）＝犃犼犳（狓，狔）＋∑
犑

犼＝１

犇犼犳（狓，狔） （３）

利用式（３），可以根据尺度犼＝犑时的逼近部分和

犼＝１，２，…，犑的细节部分进行重构。

为了阐述小波多尺度分解用于提取不同深度

重力变化信号的效果，本文设计了如图１所示的

模型，正演参数见表１。其中，模型１和模型２为

变密度模型，分别代表浅表和中深部物质密度变

化，模型３代表深源地质体模型，密度不变。图

２（ａ）为正演计算的理论重力变化值，图２（ｂ）、

２（ｃ）为小波多尺度分解结果。本文利用重磁数据

处理中用来确定场源似深度的功率谱分析方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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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究各阶细节及逼近的具体地质意义，分析结

果如下所示。

１）由功率谱分析方法计算１阶细节的场源似

深度约为２ｋｍ，２阶细节反映的场源似深度约为６

ｋｍ。其中，１、２阶细节分离了埋深为５ｋｍ的模型

１的重力变化主体成分，约占理论值的８２％。

２）３阶细节反映的场源似深度约为１４ｋｍ，４

阶细节反映的场源深度约２２ｋｍ。此时，模型１的

重力变化成分已很小，而埋深２０ｋｍ模型２的重力

变化成分明显突出。４阶逼近几乎已没有模型１、２

局部重力变化的特征，反映了深部异常源的信息。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小波多尺度分解可以把

不同深度物质密度改变产生的重力场变化在一定

程度上进行分离，因此，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识别与

提取不同深度物质的密度变化。

图１　组合模型位置

Ｆｉｇ．１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表１　组合模型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模型

编号

长宽高

（犪，犫，犮）／ｋｍ

中心位置

（狓，狔，狕）／ｋｍ

变化前密度

ρ／（ｋｇ·ｍ
－３）

变化后密度

ρ／（ｋｇ·ｍ
－３）

１ ５，５，５ ７０，３０，５ ２．８００ ２．８００２

２ １０，１０，１０ ３０，７０，２０ ２．８５５ ２．８５５８

３ ８０，８０，５ ５０，５０，４５ ２．９００ ２．９００

图２　组合模型重力变化场的小波多尺度分解

Ｆｉｇ．２　Ｗａｖｅｌｅｔ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Ｆｏｒｗａｒ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

２　时变重力场及其小波多尺度分解

２．１　犌犚犃犆犈卫星时变重力场

本文采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空间研究中心

（ＵＴＣＳＲ）发 布 的 ＧＲＡＣＥ Ｌｅｖｅｌ２ ＲＬ０４ 版

ＧＳＭ重力场球谐系数，最大阶数为６０阶，该模型

在计算中已经扣除了极潮、固体潮、海潮等潮汐以

及非潮汐大气和海洋的影响［１０］。为了有效压制

降水等周期性季节变化引起的重力变化信号，选

取２００３年１～１２月的平均重力场作为比较的基

准，然后分别用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各年的平均重力场

减去该值，获得重力场的相对变化量。通过上述

处理，并采用５００ｋｍ高斯滤波后，得到汶川及周

边地区的卫星时变重力场（见图３）。从图３中可

以明显看出，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地震带中段一直

处于重力上升区内，而且范围逐年扩大，幅值上升

累积达２μＧａｌ。造成这一变化的动力地质背景

为［１１］：４０Ｍａ以来，在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不断

的强烈碰撞的动力下，高原地壳隆升并伴随着高

原物质东流。物质东流过程中受到了华北鄂尔多

斯和华南地块四川盆地等高强度块体的强烈阻

挡，一部分可能向四川盆地以北和以南的地区流

出，还有一部分以塑性流变的方式向龙门山及以

西的川西高原堆积，并引起该区地下物质密度增

加，导致龙门山断裂带应力长期累积。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年期间该区重力上升梯度明显增大，可能与

高原物质东流和应力累积加剧有关。由于长期的

累积作用，应力达到临界点后，断层解锁产生滑

动，便引发了大地震。

２．２　小波多尺度分解及结果分析

利用ＧＲＡＣＥ卫星观测到的重力场主要是由

地下水储量的变化、构造形变和地下物质流动等

因素引起的，地下水储量变化、冰盖融化等引起的

地表密度变化相对较大且变化较快［３］，这对青藏

高原地区重力场变化的影响是复杂的。由于地下

水、构造形变以及深部物质流动在空间尺度上具

有差异，由浅入深可能表现为不同波长成分，因

此，利用小波多尺度分析方法对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８

年ＧＲＡＣＥ卫星观测到的重力场进行分解，得到

两者２～４阶细节及４阶逼近的差值（见图４（ａ）

～４（ｄ））。其中，２阶细节和３阶细节的功率谱场

源似深度范围为７～２０ｋｍ，主要反映的是浅表扰

动或者上地壳密度变化；４阶细节功率谱场源似

深度为２０～６０ｋｍ，主要反映的是中、下地壳密度

变化；４阶逼近主要反映的是６０～１００ｋｍ范围下

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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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汶川及周边地区重力场动态变化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相对于２００３年）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Ｖｉｃｉｎｉｔｙ

ｆｒｏｍ２００５ｔｏ２００８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２００３

地壳及深部地幔物质运移引起的密度变化，基本

上剔除了中、浅部质量迁移引起的重力变化。对

比图３（ｄ）和图４（ｄ），先前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的

重力上升区消失，而青藏高原东缘仍呈现大范围

的重力上升变化，幅值为１μＧａｌ，这可能是深部

高原物质东移产生的结果。

图４　汶川及周边地区重力场变化的小波多尺度分析

结果（２００８年相对于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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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２００３

２．３　多尺度重力变化场与汶川地震的关系

大量研究表明，大震前重力变化的最显著标

志是重力值多年持续上升以及位于较大的重力变

化梯度带，后者往往能反映出地下物质的最大差

异运动，处于物质膨胀和收缩的过渡部位，亦即潜

在震源相对薄弱的部位，在周边应力持续失衡作

用下，易产生剪应力而首先破裂［１２］。２００８年相对

２００３年重力变化的小波分解４阶逼近（见图

４（ｄ））显示了汶川地区出现较大范围的重力上升

区，能够反映出该地区由于高原物质东流受阻造

成孕震能量的积累；小波分解４阶细节反映了２０

～６０ｋｍ深度附近的重力变化成分，可以看出，青

藏高原东缘、龙门山断裂带地区正处于重力变化

相对上升和相对下降的过渡部位，这说明汶川地

震前重力变化特征满足地震孕育发生的条件。

进一步研究龙门山及其毗邻地区的小波４阶

细节矢量图特征（见图５）发现，北部青川、广元地

区重力变化向南西方向汇聚，中部北川地区重力

变化向南东方向汇聚，南部泸定地区重力变化向

近东方向汇聚，这表明龙门山断裂带附近深部物

质运移造成 ＮＷＳＥ向为主的挤压，有利于逆冲

推覆和北东右行走滑构造的形成，揭示了汶川地

震发生的基本力学机制。

图５　龙门山及其毗邻地区重力场变化的小波４阶

细节矢量图（２００８年相对于２００３年）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ｏｒｄｅｒ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Ｄｅｔａｉｌ

Ｖｅｃｔｏｒ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ｏｒ２００８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

２００３ｉｎ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ｒｅａｓ

３　结　语

本文利用ＵＴＣＳＲ发布的ＧＲＡＣＥ卫星资料

计算了汶川及其周边地区时变重力场，在时间尺

度为１ａ的同震变化中，汶川地区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的重力上升范围及梯度逐年增大，这可能与地震

前高原物质东流受阻导致应力累积并加剧有关。

然后，利用小波多尺度分解对２００８年相对于

２００３年重力变化场进行多分辨率分析，得到了反

映地壳质量变化的２～４阶细节以及反映下地壳

及深部地幔物质迁移的４阶逼近，揭示了龙门山

断裂位于重力变化梯度带上，以及深部物质运移

造成１μＧａｌ的震前重力变化特征，同时表明小波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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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分析方法对揭示地球内部不同深度物质运

移所引起的重力变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致谢：感谢论文撰写过程中张恒磊、王秋革等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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