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２０１９年第３４卷第６期
２０１９，３４（６）：２３２０２３２７

地球物理学进展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ｃｎ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４２９０３
ＣＮ １１２９８２ ／ Ｐ

汤井田，杨磊，任政勇，等． ２０１９．基于小波细节信息的重力源参数估算．地球物理学进展，３４（６）：２３２０２３２７，ｄｏｉ：１０． ６０３８ ／ ｐｇ２０１９ＣＣ０４５２．
ＴＡＮＧ 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ＹＡＮＧ Ｌｅｉ，ＲＥＮ 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４（６）：２３２０２３２７，ｄｏｉ：１０． ６０３８ ／ ｐｇ２０１９ＣＣ０４５２．

基于小波细节信息的重力源参数估算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汤井田１，２，杨磊１，２，任政勇１，２，胡双贵１，２，钟乙源１，２，杨智１，２
ＴＡＮＧ 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１，２，ＹＡＮＧ Ｌｅｉ１，２，ＲＥＮ 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１，２，ＨＵ Ｓｈｕａｎｇｇｕｉ１，２，ＺＨＯＮＧ Ｙｉｙｕａｎ１，２，ＹＡＮＧ Ｚｈｉ１，２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１１２；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９０６１７．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４１８３０１０７）和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ＣＸ２０１９００８４）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汤井田，男，１９６５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电磁场理论和应用、地球物理信号处理及反演成像等研究．

（Ｅｍａｉｌ：ｊｔｔａｎｇ＠ ｃｓｕ． ｅｄｕ． ｃｎ）
通讯作者　 任政勇，男，１９８３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重磁电正演和反演研究．（Ｅｍａｉｌ：ｒｅｎ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 ｃｓｕ． ｅｄｕ． ｃｎ）

１．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８３
２． 中南大学，有色金属成矿预测与地质环境监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长沙　 ４１００８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 Ｍｅ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摘　 要　 小波多尺度分析方法在位场数据处理领域得到了广
泛关注．目前，人们对利用该方法分离位场数据所得到的小波
细节横向边缘信息认知不够深入，有必要做进一步探究．本文
首先采用小波多尺度位场分离方法分离出区域和局部重力异
常，然后利用ｈａａｒ小波变换ＨＶＤ模法对局部异常信息进行多
尺度分析，将所得到的小波细节信息进行水平、垂直和对角线
方向分解，探测出局部异常体的横向边缘特征，并利用频谱分
析方法估测出场源深度． 最后，通过理论模型和南非
Ｗｉｔｗａｔｅｒｓｒａｎｄ Ｂａｓｉｎ航空实测重力数据进行分析，表明小波多尺
度分析方法不仅能很好地实现位场分离、近似提取异常体场源
深度，还可以利用小波细节信息有效地分辨出局部异常体的横
向边缘特征，提高其识别精度．
关键词　 重力异常；小波多尺度分析；小波细节；场源深度；横
向边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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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重力勘探数据是研究实际地质构造、圈定地下成矿带以
及目标体定位的重要资料（杨文采等，２００１；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为了从中确定地下地质体情况，需
要从布格重力异常中分离出不同岩性地质体的重力异常（侯
遵泽和杨文采，１９９７）．重力数据资料解释通常认为实测的布

格异常是由区域异常和局部异常组成的，其包含了结晶基
底、沉积岩的构造以及地壳中密度不均匀等因素的叠加效
应，所以，重力异常的划分一直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杨文
采等，２００１）．目前重力异常分离的方法有解析延拓法、趋势
分析法、维纳滤波法等（杨文采等，２００１；楼海和王椿镛，
２００５；吴琼和秦丽丽，２０１２），这些方法在时间域和频率域仅
具有单独的分析能力．然而，近些年逐渐发展起来的小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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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分析方法，它在时间域和频率域同时具有良好的局部分
析能力，可以有效分离重力场的不同空间尺度成分，更清晰
地反映出不同深度的重力异常信息（Ｘ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陈国雄
等，２０１２；刘芳等，２０１３；李长波等，２０１４；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Ｘ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使其成为地球物理数值分析的有效工具．

目前许多学者对小波多尺度分析在重力勘探数据的应
用做了大量研究．侯遵泽和杨文采等（１９９７）基于小波多尺
度分析原理对中国布格重力异常进行研究，得到了中国大陆
地层不同尺度意义下的密度分布．杨文采等（２００１）提出了
小波多尺度分析满足低阶小波细节不变准则，认为小波多尺
度分析方法是位场分离的优选技术．刁博等（２００７）对重力
异常小波多尺度分析的阶次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出阶层的
选择需要同时考虑分离异常的效果以及不能产生虚假异常．
邱宁等（２００７）结合频谱分析方法确定小波分析中各小波细
节和小波逼近的的场源深度，赋予小波分析结果实际含义．
刘芳等（２０１３）对华北时变重力场进行小波多尺度分析，结
合分解结果较好地解释了该地区的地质构造运动特征． Ｘｕ
等（２０１７）对青藏高原大尺度重力卫星数据进行小波多尺度
分析，对分离得出的区域重力场信息进行莫霍面反演研究，
对青藏高原深部构造运动特征进行了解释．小波多尺度分析
在位场分离中的研究较多，但将其运用到位场边缘特征识别
的研究目前较少． Ａｌｐ等（２０１１）和Ｏｒｕｃ（２０１４）提出利用原始
重力异常源信息，利用ｈａａｒ小波多尺度分析中小波细节的
水平、垂直和对角线分解，所得到的三方向的分解信息可以
有效地显示出地下浅部异常体构造的边缘特性．

综上所述，目前基于小波多尺度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利用其得到小波逼近和小波细节信息，并从中提取不同深度
的场源信息，结合分析实际地质构造特征差异，对于小波细
节中所体现的局部异常体信息认知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小波
多尺度分析得到的高频小波细节信息可以进一步分解成水
平、垂直和对角信息，呈现出浅部目标体的横向边缘特征．虽
然基于ｈａａｒ小波函数的多尺度分析对于浅部的简单地质体
构造能很好的分析出异常体的横向边缘特征（Ａｌｐ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Ｏｒｕｃ，２０１４），以上工作也仅仅是对原始重力数据进行
ｈａａｒ小波多尺度分析．但是对于多层复杂地质体构造，局部
异常体信息很容易被深部大区域地质构造信息所覆盖，小波
细节信息容易缺失，浅部异常信息识别精度降低．若考虑对
利用小波多尺度位场分离方法分离出的局部异常信息再次
进行ｈａａｒ小波分析，得到新的小波细节信息，然后再进行水
平、垂直和对角线方向的分解，在保留有局部异常信息大部
分短波长成分的条件下，能更好地体现出局部异常体的横向
边缘特征，识别精度也更高．

鉴于此，我们详细探究了小波细节信息分析原理，并结
合已有的位场分离和场源深度提取方法展开研究．首先，本
文利用双正交小波基函数ｂｉｏｒ４． ４（李健等，２００１）对理论模
型重力异常进行分离；然后对分离得出的局部异常体信息进
行ｈａａｒ小波细节分析，得到新的小波细节信息；并将其沿水
平、垂直和对角线方向进行分解，利用ｈａａｒ小波变换ＨＶＤ模
法来探测地下局部异常体的横向差异性，并借助频谱分析方
法来估测场源深度；最后，通过理论模型和实际数据分析，验
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１　 方法原理

１． １　 二维重力信号多尺度分析
根据小波多尺度分析原理，针对大面积的二维重力勘探

数据，采用二维小波多尺度分析．在笛卡尔直角坐标系下，假
设重力异常的二维数据为Δｇ（ｘ，ｙ），重力异常可分解为（杨
文采等，２００１；李长波等，２０１４）：

Δｇ（ｘ，ｙ）＝ Ａｊ ＋ Ｄｊ ＋ Ｄｊ － １ ＋…Ｄ２ ＋ Ｄ１， （１）
式中Ａｊ为重力异常的ｊ阶低频信息近似，即小波逼近信息；
Ｄｊ（ｊ ＝ １，２，３…ｎ）为经过ｊ次分解后得到的各阶高频成分，即
小波细节信息．

对于第ｊ次分解得到的小波细节信息，可以将其沿水
平、垂直和对角线方向进行三方向分量分解：

Ｄｊ ＝ Ｄ
ｈ
ｊ ＋ Ｄ

ｖ
ｊ ＋ Ｄ

ｄ
ｊ， （２）

其中Ｄｊ为第ｊ阶分解得到的高频细节信息，Ｄｈｊ、Ｄｖｊ、Ｄｄｊ 为第ｊ
阶分解小波细节的水平（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Ｈ）、垂直（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和
对角线（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Ｄ）上的高频细节信息．
１． ２　 小波细节信息提取

小波多尺度分析得到的小波细节，其空间尺度随着二次
方逐渐增大，通过小波多尺度分析将信号分解为高频和低频
信息．根据低阶细节不变准则（杨文采等，２００１），小波分解的
细节信息并不会随着分解阶数的增大而变化，改变的只是细
节信息的阶数．

此外，二维离散小波变换可以把尺度为ｊ的信号源分解
为４个部分，尺度为ｊ ＋ １的低频部分Ａ，以及尺度为ｊ ＋ １的
水平、垂直和对角方向的高频部分Ｈ、Ｖ和Ｄ．进行多尺度分
析时还可以运用小波算法继续对前一次分解得到的低频分
量Ａ进行分解，得到尺度为ｊ ＋２的低频部分以及尺度为ｊ ＋ ２
的水平、垂直和对角方向的高频部分，按此规律可以进行多
阶分解．如图１所示，图１ａ和图１ｂ分别为一阶和二阶小波
分解示意图，图１ｃ为二维重力信息分解示意图．其二维重力
信息多尺度分析的主要思想是用低通滤波器ｈ和高通滤波
器ｇ分别对重力信息ｃｊ的每一行作滤波并保留偶数列，然后
再用它们分别对重力信息ｃｊ 的每一列滤波并再次保留偶数
行，得到二维重力信息的低频信息ｃｊ ＋ １和其高频水平、垂直
和对角方向的重力细节信息ｄｈｊ ＋ １，ｄｖｊ ＋ １，ｄｄｊ ＋ １，↓２ 表示对信号
隔点采样．由于每次分解都会保证采样点总数不变，所以还
需要进行二维信号重构来恢复原始信号分辨率．

在小波分析中，ｈａａｒ小波函数具有紧支撑、对称性、正交
性和一阶消失矩特性（邸继征，２０１０）． ｈａａｒ小波具有的消失
矩最小，使其具有最小的支撑长度，在小波分析中会在目标
体边缘产生较多高幅值的小波系数，可以凸显出目标体横向
边缘特征．再基于所介绍的小波细节信息提取技术，采用
ｈａａｒ小波函数将第ｊ阶的小波细节信息从水平、垂直和对角
方向进行分解，得到Ｈｊ（ｘ，ｙ）、Ｖｊ（ｘ，ｙ）和Ｄｊ（ｘ，ｙ）；然后，对
分解后水平、垂直和对角方向的重力异常信息进行平方和，
再进行平方根计算（Ｏｒｕｃ，２０１４），得到一个对异常体的边缘
特征有较好的探测能力的新物理量ＨＶＤ：
ＨＶＤｊ（ｘ，ｙ）＝ Ｈｊ（ｘ，ｙ）２ ＋Ｖｊ（ｘ，ｙ）２ ＋Ｄｊ（ｘ，ｙ）槡 ２ 　 ｊ ＝１，２，…，

（３）
式中Ｈｊ（ｘ，ｙ）、Ｖｊ（ｘ，ｙ）和Ｄｊ（ｘ，ｙ）分别为小波多尺度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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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ｊ阶变换的水平、垂直和对角方向异常信息．该ＨＶＤ模法
实施便捷，无需繁琐的计算，相比于常规位场数据的高阶导
数运算来确定异常体投影边界，其避免了高阶导数运算不稳
定性因素，并可以进行不同深度的多尺度综合分析．

图１　 二维重力信号的小波多尺度分解
（ａ）一阶小波分解；（ｂ）二阶小波分解；（ｃ）信号分解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ａ）１ｓｔ ｏｒｄｅｒ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２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Ｓｉｇｎ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 ３　 径向对数功率谱
由于重力反演问题存在计算量大、计算繁琐耗时、多解

性等问题（Ｌ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Ｂｅｉｋｉ ａｎｄ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２；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为了快速、较为准确地解释重力资料，往往需要
对重力数据进行源参数估计，其中重力场源中心深度估计是
源参数估计的一个重要方面（Ｓｐ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ｔ，１９７０）．重力
异常数据处理中的往往需要对场源进行深度信息提取，目前
使用较为广泛的是由Ｓｐｅｃｔｏｒ和Ｇｒａｎｔ（１９７０）提出的功率谱
的方法来间接估测异常体的平均深度．重力异常的功率谱分
析首先是对重力异常进行傅里叶变换，对得到的频谱进行平
均功率谱分析，进一步改进为在极坐标系下的径向对数功率
谱法，其在极坐标系下径向功率谱的表达式为

ＰＫ ＝（ＡＫ）２ ＝（ＰＫ）０ ｅ － ２ｒｈ ． （４）
对等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ｌｎＰｋ ＝ ｌｎ（Ｐｋ）０ ± ２ｒｈ，ｌｎＰｋ 称

为重力异常谱的径向对数功率谱，Ａｋ 为频谱的幅度值，ｒ为
二维圆波数，ｈ为场源平均深度．可以发现径向对数功率值
与径向频率呈线性变化，通过绘制径向功率谱和圆波数的谱
图，计算曲线斜率可以推断地下异常分界面的近似深度（Ｘ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ｈ ＝ － ΔｌｎＰ２Δｒ
， （５）

ΔｌｎＰ和Δｒ分别为径向功率谱和圆波数的变化率．
２　 重力理论模型分析

２． １　 重力模型的建立
本文参考Ｒｅｎ（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和Ｃｈｅｎ（２０１８）设计建立了

由多个长方体构造组成的三层地质异常体模型，浅层用４个
大小相等的长方体来模拟地表浅部的小型重力异常体，中浅
部用一个中等规模的长方体来模拟地下穿插小构造，深部平
铺一个比较大的长方体来模拟区域莫霍面的岩石圈重力异
常．区域面积为１００ ｋｍ × １００ ｋｍ，采样间距为１ ｋｍ，模型示
意图和具体参数由图２和表１列出．
２． ２　 重力模型的小波多尺度分析

正演模型重力异常见图３，首先利用对称性、紧支撑、双
正交性较好的ｂｉｏｒ４． ４小波对理论模型的叠加重力异常进行
小波五阶多尺度分析．然后利用趋势分析法对上述理论重力
模型进行位场分离，比较分析得到二阶多项式拟合区域异常
的相似度最大，分离出的局部异常误差最小，结果如图４所
示．接下来将这两种位场分离方法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对
这两种方法分离得到的重力局部异常信息与理论局部异常
信息进行误差分析．利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中的ｃｏｒｒ２函数可以将
计算结果与理论模型数据（图３ｃ）进行对比，来比较拟合的
近似程度． ｃｏｒｒ２（Ａ，Ｂ）用来计算Ａ和Ｂ之间的相似度，函数
返回值介于－ １和１之间，返回值的模为０表示完全不同，模
接近１则表示完全相似．经过用趋势分析法和小波多尺度分
析法两种方法分离重力异常，趋势分析法的相似度约为
０ ７７，而小波多尺度分析法的相似度约为０． ８８，对于重力异
常的分离，可以比较出小波多尺度分析的结果（图５ｄ）要优
于趋势分析法的结果（图４ｂ）．

图２　 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ｌ

表１　 正演模型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大小
（ｋｍ）

长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７０

宽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７０

高 １ １ １ １ ２ ４

中心坐标
（ｋｍ）

Ｘ ２５ ７５ ２５ ７５ ５０ ５０

Ｙ ７５ ７５ ２５ ２５ ５０ ５０

Ｚ １ １ １ １ ５ ４０

剩余密度（ｋｇ ／ ｍ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５０

２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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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正演模型重力异常色谱图
（ａ）组合模型的重力异常；（ｂ）浅部模型的重力异常；（ｃ）中浅部模型叠加重力异常；（ｄ）深部模型重力异常．

Ｆｉｇ． 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ａ）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ｏｄｅｌ；（ｂ）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ｃ）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ｏｄｅｌ；（ｄ）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ｏｆ ｄｅｅｐ ｍｏｄｅｌ．

图５　 小波多尺度分析分离结果
（ａ）小波前四阶对角细节异常之和；（ｂ）小波第五阶对角细节异常；（ｃ）小波第五阶逼近异常；（ｄ）分离出的局部重力异常．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ｕｒ ｏｒｄｅｒｓ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Ｔｈｅ ５ｔｈ ｏｒｄｅｒ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Ｔｈｅ ５ｔｈ ｏｒｄｅｒ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图４　 趋势分析法分离结果
（ａ）趋势分析法提取的区域异常；（ｂ）趋势分析法提取的局部异常．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此外，对重力正演模型和小波多尺度分析结果对比，小
波多尺度分析的各阶细节对角信息能清晰反映出不同深度
的重力异常体分布情况．如图５，前四阶小波对角细节信息
（图５ａ）体现出浅部四个长方体的异常位置信息，小波第五
阶对角细节信息（图５ｂ）体现出中浅部的穿插异常体信息，
小波五阶逼近信息（图５ｃ）则较好地拟合出区域异常，并利
用“二分法”得出局部异常．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小波多尺度
分析方法去识别和提取不同深度的异常体，可以看出小波多
尺度分析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分离重力异常，还可以帮助分
析出不同深度异常体的分布情况，极大地丰富了重力资料的

解释信息．
２． ３　 重力小波细节ＨＶＤ法分析

利用ｈａａｒ小波对二维重力信息数据进行多尺度分析
时，为了凸显边缘特征信息，减弱背景场中小异常信息干扰，
对分离得出的水平、垂直和对角方向的重力异常信息进行取
模操作，得到了新的Ｈ、Ｖ、Ｄ重力数据信息．可以发现信息分
解过程中小波细节信息中的各阶水平、垂直和对角线方向的
异常信息保留着各自的最大系数值．细节信息的水平分量
Ｈ，细节信息的垂直分量Ｖ在显现成图像时，其最大值信息
体现在图像物体的边缘位置，细节信息的对角信息Ｄ体现在
棱角位置．

从图６ａ可以看出低阶细节信息Ｈ１、Ｖ１突出体现出浅
地层四个长方体和中部穿插异常体的水平、垂直的边界信
息，低阶细节信息的Ｄ１则凸显其棱角位置，中部穿插异常体
的棱角位置信息较弱，ＨＶＤ１则较好地显示出局部异常体的
横向边缘特征．二阶细节信息ＨＶＤ２呈现出地层加深后的异
常体的边缘信息，图６ｂ加深了浅地层和中部穿插体水平、垂
直和对角方向的的异常边缘信息，综合分析ＨＶＤ１、ＨＶＤ２信
息，能更好地显现地下中浅部异常体的横向边缘特征．
２． ４　 径向对数功率谱估测场源深度

接下来，对小波位场分离得到的局部异常（图７ａ）和区
域异常（图７ｂ）利用径向对数功率谱法进行深度预估．选取
径向对数功率谱中的数据，拟合画出波谱图中最低波数段的

３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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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小波细节边界信息
（ａ）一阶ＨＶＤ；（ｂ）二阶ＨＶＤ．

Ｆｉｇ． ６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ａ）１ｓｔ ｏｒｄｅｒ ＨＶＤ；（ｂ）２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ＨＶＤ．

图７　 理论模型的径向对数功率谱估计
（ａ）局部异常径向功率谱估计；（ｂ）区域异常径向功率谱估计．

Ｆｉｇ． ７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ａｄ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Ｒａｄ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图９　 测区重力异常小波多尺度分析
（ａ）测区布格重力异常；（ｂ）小波四阶逼近异常；（ｃ）小波前四阶对角细节异常；（ｄ）分离出的局部异常．

Ｆｉｇ． ９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ａ）Ｔｈｅ Ｂｏｕｇｕ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ｂ）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ｏｒｄｅｒ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ｃ）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ｕｒ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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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小波细节边界信息
（ａ）一阶ＨＶＤ；（ｂ）二阶ＨＶＤ．

Ｆｉｇ． １０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ａ）１ｓｔ ｏｒｄｅｒ ＨＶＤ；（ｂ）２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ＨＶＤ．

图１１　 实测数据径向对数功率谱估计
（ａ）局部异常径向功率谱估计；（ｂ）区域异常径向功率谱估计．

Ｆｉｇ． １１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ａ）Ｒａｄ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Ｒａｄ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斜线，利用公式（９）对场源深度进行估算．考虑到最低波数
段内不同频点的波动干扰，选取最佳拟合线段来估算各异常
体平均深度．图７ａ具有明显的分段异常源，图７ｂ反映的则
是深部莫霍面岩石圈区域异常源，计算得到地表浅层的长方
体埋深约为１ ９８ ｋｍ，中部的地质穿插体的埋深约为
４ ９７ ｋｍ，地层深部的区域莫霍面岩石圈深度约为
４０ ８２ ｋｍ． 通过与真实场源数据（表１）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其反演结果较为可靠．
３　 实测重力数据分析

南非Ｗｉｔｗａｔｅｒｓｒａｎｄ盆地呈东北向狭长的椭圆形展布，东
北向延伸３５０ ｋｍ，西北向宽约３００ ｋｍ，面积约为１０万ｋｍ２，
包含有多个金矿田资源．该区域地层的外围和中部广泛出露

太古宙的花岗质岩石，盆地中沉积了巨厚的元古宙火山—沉
积岩系．区域矿产资源丰富，砾岩型金矿床合计有一百多个，
其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金区域（任军平等，２０１５）．盆地东北部
的弗里德堡区域，距离约翰内斯堡西南方约１２０ ｋｍ，有一个
极似“火山口”的陨石坑，是陨石撞击结构代表性景观，亦是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

本文选取Ｇｏｏｐｅｒ于２００８年在ＳＥＧ网站上提供的南非
Ｗｉｔｗａｔｅｒｓｒａｎｄ Ｂａｓｉｎ东北部２００ ｋｍ × ２００ ｋｍ的航空重力测网
数据（图８），其采样间距为１ ｋｍ，利用本文小波分析理论对
该测网的重力异常数据进行测试．

从测区的布格重力异常分布（图９ａ）看出测区的高低密
度异常体信息的大致分布，经双正交小波ｂｉｏｒ４． ４小波四阶
分解得到的四阶逼近异常（图９ｂ）较好地呈现了深部地层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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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学进展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２０１９，３４（６）　

图８　 南非Ｗｉｔｗａｔｅｒｓｒａｎｄ Ｂａｓｉｎ测区火山口（修改自任军平等，２０１５）
Ｆｉｇ． ８　 Ｃｒａｔｅｒ ｏｆ Ｗｉｔｗａｔｅｒｓ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ｎ Ｚ Ｐ，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常信息，体现出测区右上角深部区域有明显的相对高密度异
常．叠加的前四阶小波对角细节信息（图９ｃ）呈现出测区东
南角区域不同深度存在高低密度异常体分布不均匀性情况，
分离出的局部异常信息（图９ｄ）则体现出测区右上角区域的
中浅部存在明显的异常源．

结合测区详细的地质资料，发现测区（图９ａ）右上角区
域存在一“火山口”，实测布格重力异常图（图９ａ）无法清晰
分辨，经过小波多尺度位场分离研究后，图９ｄ显示出局部异
常源的大概范围但较为模糊．为了能清晰地了解地下局部异
常源的横向边缘特征，利用小波细节的ＨＶＤ方法来刻画地
下异常源的轮廓．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前两阶的Ｈ、Ｖ、Ｄ图
（图１０ａ，ｂ）较好地刻画出“火山口”水平、垂直和对角方向的
边界轮廓，ＨＶＤ图中的边缘色谱带则完全显示出“火山口”
的边缘特征，通过与实际地质资料（图８）对比分析，发现“火
山口”边缘位置与用ＨＶＤ法分析得到的异常源的边界信息
基本一致，说明了ＨＶＤ法能较好地运用在分析浅层异常源
横向差异性研究中．

下一步对位场分离得到的“火山口”局部异常和深部区
域异常（图１１ａ，ｂ）进行深度信息估测． Ｐａｏｌｅｔｔｉ等（２０１６）利用
线性密度反演方法反演了该地区的航空重力梯度张量数据，
结合南非Ｗｉｔｗａｔｅｒｓｒａｎｄ盆地实际地质资料给出的“火山口”
的深度约为５ ｋｍ，由对数功率谱法选取最佳拟合线段估测
火山口的的平均深度约为５． １２ ｋｍ，与已知地质资料基本吻
合．此外，并估测出深部异常源的深度大约为３８． ８２ ｋｍ，反映
出了该区域深层莫霍面岩石圈的大概深度．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运用小波细节分析思想来提高重力异常数据
的横向分辨能力．多尺度分析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分离出不
同深度的异常体信息，还可以利用频谱分析方法来估测场源
深度，并结合小波细节信息分析来探测局部异常体的横向边
缘信息特征，赋予了小波分析结果实际地质意义．总体而言，
小波多尺度分析在重力的数据资料处理中的应用，不仅可以
实现重力异常源的分离、异常体深度信息的提取，还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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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３４（６） 汤井田，等：基于小波细节信息的重力源参数估算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小波细节信息分析凸显局部异常源的边缘特征，提高其识别
精度，拓展了小波分析的运用，也验证了小波细节分析确实
能很好地运用在实际重力资料处理问题分析中．

致　 谢　 感谢Ｇｏｏｐｅｒ于２００８年在ＳＥＧ网站上提供的南非
Ｗｉｔｗａｔｅｒｓｒａｎｄ Ｂａｓｉｎ区域内的重力异常实测数据，同时也感
谢审稿专家及编辑部老师们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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