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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核与固体地球之间角动量的交换虽然可以明显引
起十年尺度的日长变化，但两者之间的耦合机制尚不明确． 为
了对日长年代际变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
周期信号进行识别和提取． 为此，本文利用标准 Morlet 小波变
换方法，对精度相对较差的长期日长数据( 1760—2018) 进行处
理，识别和提取出了 7 个频率稳定的长周期信号，周期分别为
11. 7 年、13． 5 年、15． 6 年、19． 4 年、22． 5 年、32． 4 年和 67． 4 年．
此外，基于信号的时域提取结果，计算获得了相应信号的平均
振幅，分别为 0． 07 ms、0． 11 ms、0． 10 ms、0． 21 ms、0． 36 ms、
0. 49 ms 和 0． 96 ms，并对信号的时域变化特征做了初步分析，
可以为进一步研究与日长年代际变化相关的的物理机制提供
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日长变化; 标准 Morlet 小波变换; 长周期信号; 特征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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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exchange of angular momentum between
the core and the solid earth can obviously cause decadal variations
in the length of day ( LOD)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is not clear． In order to conduct a mor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ecadal LOD variations，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and extract the
main periodic signals． To this end，this paper uses the normal
Morlet wavelet transform method to process the long-term time series
( 1760-2018 ) ，which precision is relatively poor． Seven stable
periodic signals are recognized and extracted，which are 11. 7 a，
13. 5 a，15. 6 a，19. 4 a，22. 5 a，32. 4 a and 67. 4 a signals，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time-domain extracted
result， the average amplitudes of corresponding signal are
calculated，which are 0． 07 ms，0． 11 ms，0． 10 ms，0． 21 ms，
0. 36 ms，0． 49 ms and 0． 96 ms，respectively． Finally，this paper
makes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time-do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signal，which can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geophysical mechanism of decadal variations in length of day．
Keywords Length of day; NMWT method; Long-period signals;
Feature analysis

0 引 言

日长变化( the variations of length-of-day，ΔLOD) 的频谱
范围较宽，包含长期趋势变化、年代际变化、年际变化、季节
变化、亚季节变化以及更高频变化( Wahr，1988 ) ．长期趋势
变化主要受潮汐摩擦、冰川均衡调整等因素的影响( Morrison
and Stephenson，2001) ; 年代际变化与地球内部核幔耦合因
素相关( Pais and Hulot，2000 ) ; 年际变化、季节变化和亚季
节变化的贡献主要来自纬向风的角动量变化．此外，还有一

些小的贡献来自洋流和陆地水的质量重分布( Ｒosen，1993;
廖德春，2000) ; 更高频尺度上的变化则与地球和月球、太
阳、以及其他行星之间的潮汐力紧密相关( Ｒay and Erofeeva，
2014) ．

先前的许多研究表明，日长变化时间序列中存在一些明
显的周期性信号，如半月、周月、半年、周年、准两年和六年信
号( Chao et al．，2014; 韩永刚和李志安，2002; Mound and
Buffett，2003，2005) ．事实上，除了以上六个比较知名的周期
性信号外，日长变化中还存在一些频率比较稳定的长周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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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Chao等( 2014 ) 利用 Morlet 小波变换方法从采样率为 1
天的 ΔLOD时间序列( 1962—2012) 中探测到周期约为 13 年
和 18． 6 年的信号． Shen和 Peng( 2016) 运用集合经验模态分
解方法从采样率为 1 天的 ΔLOD 时间序列( 1962—2015 ) 中
分解出了周期为 13． 69 年的信号． Ding ( 2019 ) 综合利用
Morlet小波和 AＲ-z谱方法从采样率为 1 年的 ΔLOD 时间序
列( 1760—2018) 中识别出了八个长周期信号，分别为 8. 5
年、11 年、13． 5 年、18． 6 年、22． 3 年、33 年、68 年和 149 年．

由于高精度 ΔLOD数据的时间跨度较短( 1962—2019) ，
因此关于日长年代际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对日长年代
际变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首先，有必要对年代际变化中主
要的周期信号进行识别和提取，为此本文将利用标准 Morlet
小波变换方法，对精度相对较差的长期 ΔLOD 数据( 1760—
2018) 进行处理，并对提取信号自身的时域变化特征进行初
步分析，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日长年代际变化的相应地球物理
机制提供有一定的参考．

1 信号提取方法

为了准确识别和提取日长变化中的长周期信号，本文将
结合使用标准 Morlet 小波变换、傅里叶变换和正交
Daubechies 小波滤波方法，同时在时间-频率两域对长期
ΔLOD时间序列( 1760—2018) 进行处理．现对这三种方法的
作用或理论介绍如下:

傅里叶变换方法的作用是将原始时间序列从时域转换
到频域，从而探索原始序列中存在哪些可能的周期性信号，
并将结果作为提取的信号的参考．正交 Daubechies小波滤波
方法的作用是处理原始时间序列，以根据需要获得特定频段
的数据，为下一步信号的提取提供方便．

标准 Morlet小波变换( Normal Morlet Wavelet Transform，
NMWT) 是本文使用的主要方法，由 Liu等( 2007) 提出，可以
无偏的将谐波信号从数据中提取出来而无需进行逆变换，是
进行谐波分析的有力工具，并在潮汐短期预测、极移长期预
测、日长六年信号定量研究等方面有着成功的应用( Su et al．，
2014; Duan et al．，2015; Cai et al．，2018; Li et al．，2019) ．

NMWT方法的定义公式为

Wg f( a，b) = 1
a ∫

+∞

－∞
f( t) g t － b( )a

dt，a，b∈ Ｒ，a≠ 0 ，

( 1)
其中，a是尺度因子，b 是时移因子; 上横线“ ”表示共轭运
算符; Ｒ表示实数域;核函数 g( t) 称为标准 Morlet小波基，其
表达式为

g( t) = 1
2槡 πσ

exp － t2

2σ2 + i2π( )t ，( σ∈Ｒ) ≥1 ， ( 2)

其中，σ是窗宽因子，控制初始的时频分辨率．该因子是一个
经验值，经后面的仿真实验验证，当值为 3 时，在提取日长长
周期信号时结果相对最优．

传统连续小波变换 ( Traditional Continuous Wavelet
Transform，TCWT) 的定义公式为

Wf ( a，b) = 1

槡 a ∫
+∞

－∞
f( t) φ( t － b

a ) dt，a，b∈Ｒ，a≠0 ，

( 3)

其中，变量 a和 b分别是尺度和时移因子;称为允许小波;当
核函数为 Morlet小波时，TCWT 将转换为传统 Morlet 小波变
换( Traditional Morlet Wavelet Transform，TMWT) ． 复 Morlet
小波在 matlab中定义为

φ( t) = 1
πf槡 b

exp － t2

f 2b
+ i2πfc( )t ， ( 4)

其中，fb 和 fc 分别是带宽和中心频率．
与 TMWT相比，NMWT 有两个变化．一个是等式( 2 ) 前

面的常系数从 1 槡/ a变为 1 / a ，另一个是 NMWT 的核函数
g( t) 被归一化( 即，g( 2π) = max{ g( θ) θ∈Ｒ} = 1，其中
符号“∧”表示傅立叶算子) ．比较等式( 2 ) 和( 4 ) ，我们可以
发现两者非常相似． 实际上，标准 Morlet 小波是传统复
Morlet 小波的一个特定类型，但是后者的参数有一些限制
( 即 fb = 2σ

2，fc = 1) ．以上两个变化是 NMWT 方法从原始数
据中准确提取目标谐波信号的关键．

对于复谐波信号 f( t) = Aexp( iω( t + φ) ) ( 其中 ω = 2π /
T是角频率，A 为常数振幅，φ 是初始相位) ，NMWT 的以下
两个性质成立:

性质 1: Wg f( a，b) = Maximum = f( b) ，a = T，
b∈Ｒ;

性质 2: Wg f( a，b) = f( b) ，a = T，b∈Ｒ;
性质 1 表明，在所有时间变量 b 处，当且仅当 a = T 时，

复谐波信号 f( t) 的 Wg f( a，b) 值将取局部极大值． 换句话
说，沿着局部极大值的位置，小波振幅谱产生了一条“脊
线”．沿着“脊线”，可以识别出周期为 T的目标谐波信号．

特性 2 表明，当 a = T时，Wg f( a，b) 正是复谐波信号f( t)
本身．也就是说，沿着与“脊线”相关的位置，小波系数谱 Wg f
( a，b) 可以直接提取具有正确瞬时频率、振幅和相位的目标
复谐波信号，而无需进行逆变换．

对于实谐波信号 f( t) = Aexp( ωt + φ) ，NMWT 具有两个
相似的重要性质:

性质 3: 2 Wg f( a，b) = Maximum = A ， a = T，
b∈Ｒ;

性质 4: 2Ｒe［Wg f( a，b) ］= f( b) ，a = T，b∈Ｒ;
其中 Ｒe［·］表示实部算子．需要注意的是，性质 3 和 4 舍弃
了一些接近于零的极小量，但是对信号的识别和提取基本不
受影响．

此外，对于振幅或频率随时间发生缓慢变化的准谐波信
号，NMWT方法也可以进行有效的提取，在下一小节中将通
过模拟示例进行证明．上述特性是本文识别和提取目标日长
变化信号的理论基础．性质的证明和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参考
文献( Liu et al．，2007; Liu and Hsu，2012) ．

极值点延拓( Extreme Point Extension，EPE) 方法是一种
辅助方法，主要用来消除标准 Morlet 小波谱中的边缘效应
( Duan et al．，2017) ． EPE方法的具体定义如下: 首先，需要
从利用 NMWT方法提取的信号中搜索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局
部极点位置 t1 和 t2．然后，去除时间序列中 t1 左端和 t2 右端
的部分数据．最后，时间序列在两个边界处对称扩展以获取
新数据．需要注意的是，EPE 方法仅适用于 NMWT 方法，原
因是该方法是基于 NMWT方法的性质 2 ( 即，所提取的信号
是相位无偏的) 才能消除边缘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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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a) 复合函数; ( b) 复合函数
Fig． 1 ( a) The composite function; ( b) The composite function

图 2 复合信号 ( a) 、( b) 的标准 Morlet小波振幅谱;目标信号( c) 、( d) 与 NMWT提取的结果的比较，
蓝线为目标信号，红线为 NMWT提取结果

Fig． 2 The normal Morlet wavelet amplitude spectrum of the composite function ( a) ，( b) ;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 extracted by NMWT with the target signal ( c) ，( d) ，and the blue line refers

to the target signal，the red line refers to the extracted result

原始 ΔLOD数据的整体处理流程如下: 第一，采用正交
Daubechies小波滤波器对原始 ΔLOD 时间序列进行处理，
以根据需要获得特定频段的数据; 第二，采用 NMWT 方法
提取受边缘效应影响的目标信号; 第三，根据提取的信号，
使用 EPE方法获得新的时间序列; 第四，使用 NMWT 方法
处理新获得的时间序列，以提取不受边缘效应影响的目标
信号．最后，重复执行上述四个步骤，直到所有目标信号提
取完成为止．需要注意的是，滤波后的时间序列会根据需要
剔除目标信号邻近的信号，避免对目标信号的提取产生
干扰．

2 仿真实验分析

为了验证 NMWT在信号提取方面的可靠性以及整体信
号处理流程的合理性，仿照实际日长信号构造了以下复合
信号:

信号 1: f1 ( t) = 0． 21cos( 2πt /19． 4 + 0． 3) + noise1( t) ;
信号 2: f2 ( t) = ( 1． 5 － 0． 4cos( 2πt /200) ) cos( 2πt /11． 7 +

0. 5) + 0． 7cos( 2πt /13． 7 + 0． 2) + 0． 6cos( 2πt /15． 7 + 0． 6) +
noise2( t) ;
其中，时间变量 t的跨度为 1760—2018，采样间隔为 1 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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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期 ΔLOD时间序列，时间跨度为 1760—2018，
采样间隔为 1 年

Fig． 3 The long-term ΔLOD time series，which spans from
1760 to 2018，and the sampling interval is 1 year

图 4 长期 ΔLOD时间序列的频谱
Fig． 4 The fourier spectrum of the long-term

ΔLOD time series

号 f1 ( t) 中要提取的目标信号是周期为 19． 4 年的纯谐波信
号( 即 h1 ( t) = 0． 21cos( 2πt /19． 4 + 0． 3 ) ) ． noise1 ( t) 是均值
为 0，标准差为 0． 05 的白噪声序列; 信号 f2 ( t) 主要由三个周
期信号组成，周期分别为 11． 7 年、13． 7 年和 15． 7 年．三个子
信号的振幅、频率和初始相位各不相同，其中要提取的目标
信号是周期为 11． 7 年的准谐波信号( h2 ( t) = ( 1． 5 － 0． 4cos
( 2πt /200) ) cos( 2πt /11． 7 + 0． 5 ) ) ． 该目标信号的振幅随时
间发生变化，且变化周期为 200 年． noise2 ( t) 是均值为 0，标
准差为 0． 3 的白噪声序列．两个复合信号 f1 ( t) 和 f2 ( t) 的时
域波形分别如图 1a、b所示．

按照上一节中描述的整体数据处理流程分别对两个复
合信号 f1 ( t) 和 f2 ( t) 进行处理，结果如图 2 所示．图 2a、b 分
别是两个复合时间序列 f1 ( t) 、f2 ( t) 滤波前后的频谱图; 图
2c、d分别是滤波后时间序列 f1 ( t) 、f2 ( t) 的标准 Morlet小波
振幅谱，图中的白线是“脊线”，可以用来识别出目标信号．
从两图中可以看出，识别出的信号周期分别为 19． 4 ± 0． 1 年
和 11． 7 ± 0． 1 年，与两个原始目标信号的周期基本一致． 图
2e、f分别是原始目标信号 f1 ( t) 、f2 ( t) 与 NMWT提取结果的
比较，蓝线是原始目标信号，红线为 NMWT重构信号．

从图 2 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NMWT方法不
仅可以准确地提取谐波信号，而且在提取准谐波信号方面具
有鲁棒性．第二，小波振幅谱不仅可以准确地识别目标信号
的周期，而且可以正确反映目标信号的长期变化趋势 ( 图
2c、d，颜色越深，振幅越大) ; 第三，EPE方法可以极大地消除
信号两侧的边缘效应，因此它可以作为改善 NMWT 方法缺
陷的辅助手段; 第四，基于目标信号的时域提取值，我们通过
计算可以获得目标信号的平均振幅．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避
免混频效应等因素对目标信号的提取造成干扰，会根据需要
剔除目标信号附近的干扰信号．

3 日长年代际信号的提取与特征分析

3． 1 数 据
本文采用的长期 ΔLOD 数据来源于国际地球自转和参

考系统服务 ( IEＲS) 中心 ( https: / /www． iers． org / IEＲS /ZH /
Science /EarthＲotation /LODsince1623． htnn = 12932 ) ，数据时
段是 1623—2008，采样间隔为 1 年．由于该数据前面部分的
精度较差，我们仅使用 1760—2008 时段部分，并使用高精度
ΔLOD数据( 1962—2018，采样间隔为 1 天) 将其扩展到 2018
年，也就是说，年间隔长期 ΔLOD 数据时间跨度为 1760 到
2018，如图 3 所示．
3． 2 信号提取结果及分析

在信号提取之前，我们首先使用傅立叶频谱来探测长期
ΔLOD序列( 1760—2018) 中存在哪些明显的长周期信号( 图
4) ，结果显示有 11． 8 年、13． 6 年、16． 2 年、23． 6 年、32． 4 年
和 64． 8 年信号，其振幅依次为 0． 07 ms、0． 11 ms、0． 11 ms、
0. 26 ms、0． 46 ms和 0． 90 ms．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傅立叶谱
的频率分辨率有限，显示的信号周期可能不够准确( 特别是
对低频信号影响较大) ，因此频谱结果仅作为下一步信号提
取结果的参考．

在初步确定日长变化中包含的长周期信号后，我们使用
第一节中描述的整体数据处理流程来识别和提取目标信号．
最终，我们识别和提取出了 7 个长周期信号，周期分别是
11. 7 年、13． 5 年、15． 6 年、19． 4 年、22． 5 年、32． 4 年和 67． 4
年，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a ～ f 分别是日长 11． 7 年、13． 5 年、15． 6 年、19． 4
年、22． 5 年、32． 4 年和 67． 4 年信号的标准 Molret 小波振幅
谱( 左列) 和时域提取结果( 右列) ． 从七个信号的振幅长期
变化趋势中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段信号振幅随时间发生不同
的变化，特别是周期相对较小的信号( 如 11． 7 年、13． 5 年和
15. 6 年信号) 在 1760—1900 年时段振幅变化幅度较大，而周
期较大的信号振幅变化相对比较稳定．造成该现象的一个可
能原因是真实激发过程引起的; 另一个可能原因是长期
ΔLOD数据的误差因素在不同时段存在区别以致对信号提
取结果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可能对周期相对较小的日长长周
期信号影响较大．具体是由哪种因素引起的，或者说两种因
素是否都产生影响，需要在下一步的工作中继续讨论．最后，
基于所有日长长周期信号的时域提取结果，计算获得了相应
信号的平均振幅，并将统计信息列于表 1 中． 从表 1 中可以
看出，NMWT方法提取的结果和长期 ΔLOD频谱显示的结果
( 图 4) 接近，这也从侧面证明了 NMWT 方法提取的日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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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目标信号的标准 Morlet小波振幅谱( 左列) 和时域提取结果( 右列) ，周期分别为
( a) 11． 7 年、( b) 13． 5 年、( c) 15． 6 年、( d) 19． 4 年、( e) 22． 5 年、( f) 32． 4 年、( g) 67． 4 年

Fig． 5 The normal Morlet wavelet amplitude spectrum ( the left column) and the extracted result ( the right column) of the
target signal with period of ( a) 11． 7 a，( b) 13． 5 a，( c) 15． 6 a，( d) 19． 4 a，( e) 22． 5 a，( f) 32． 4 a，( g) 67． 4 a

周期信号是可靠的．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长期 ΔLOD 数据
( 1760—2018) 精度较差以及拍频效应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提
取信号的周期难免存在误差，误差范围为: 信号真实周期年．

本文日长长周期信号的识别与提取结果与 Ding
( 2019) 、Shen和 Peng( 2016) 和 Chao等( 2014) 文章中的结果
相比，在信号周期方面都比较接近，说明两者的研究结果都
是可靠的．然而在使用方法方面，NMWT 方法不仅可以像传
统小波变换一样同时在时频两域对信号进行分析，而且可以
将目标信号从原始数据中以较高的精度提取出来． 与之相
比，其他方法要么是难以同时对数据进行时频分析，要么是
难以对目标信号进行精确的提取，局限性较大．需要注意的
是，Ｒay和 Erofeeva( 2014) 在文章中表明，LOD存在由月球潮
汐引起的 18． 6 年信号，且理论振幅为 0． 173 ms，与本文中
19. 4 年信号的理论振幅 0． 21 ms非常接近，两个信号可能是
同一个信号． Ｒay等人给出的结果是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出来
的，而本文采用的长期 ΔLOD 数据精度相对较差，可能都存
在一定的误差，因此两者周期存在差异是合理的．

Ding和 Chao( 2018) 在地球的章动时间序列中检测到了
周期约 33 年、22． 3 年、13． 5 年、11 年和 8． 5 年的信号．由于
地球章动和日长关系密切，因此侧面证明了在日长变化中发
现上述长周期信号是合理的．前人在地磁变化中发现了相似
的长周期信号( Dobrica et al．，2018 ) ，周期分别为 22 年、28
年、20． 5 年、35 年、50 年、62 年和 73 年． Hide 等( 2000 ) 发现
日长数据与和地核角动量波动在约 65 年周期处存在高相关
性． Wahr( 1988) 认为日长变化中的年代际振荡是由液核与

固体地幔之间的角动量交换引起的．由于目前高精度日长数
据不足 60 年，导致对日长中长周期变化的研究较少，因此对
日长信号中存在哪些周期信号以及相应地球物理机制的解
释都不太明确． 我们的研究证明利用长期 ΔLOD 数据
( 1760—2018) 可以将年代际变化中稳定的周期信号识别和
提取出来，得到的结果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日长变化中长周期
信号的地球物理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表 1 日长变化中长周期信号的周期和平均振幅
Table 1 The periods and average amplitudes of
long-period signals in length-of-day variations

周期 /年 平均振幅 /ms

11． 7 0． 07

13． 5 0． 11

15． 6 0． 10

19． 4 0． 21

22． 5 0． 36

32． 4 0． 49

67． 4 0． 96

4 结 论

本文首先验证了 NMWT方法是一种有效的时频分析工
具，不仅适用于提取谐波信号，而且在提取准谐波信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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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鲁棒性．使用 NMWT方法，我们从长期 ΔLOD 时间序
列( 1760—2018 ) 中识别出了 7 个长周期信号，周期分别为
11. 7 年、13． 5 年、15． 6 年、19． 4 年、22． 5 年、32． 4 年和 67. 4
年，并通过信号的时域提取结果计算获得了相应的平均振
幅，分别为 0． 07 ms、0． 11 ms、0． 10 ms、0． 21 ms、0． 36 ms、
0. 49 ms和 0． 96 ms．从 7 个长周期信号的振幅长期变化趋势
中可以看出，信号的振幅随时间发生不同的变化，且周期较
小的日长信号( 如 11． 7 年、13． 5 年和 15． 6 年信号) 振幅变
化幅度较大，周期较大的信号振幅相对比较稳定．造成该现
象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由真实激发过程引起的，另一个可能原
因是长期 ΔLOD数据的误差在不同时段存在差异，以致对信
号振幅变化产生影响，特别是可能对周期较小的信号影响较
大，具体是由哪种因素引起的需要还在下一步的工作中继续
讨论．我们的研究说明利用长期 ΔLOD数据可以将日长年代
际变化中主要的周期信号识别和提取出来，得到的结果可以
为深入研究年代际变化的地球物理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致 谢 感谢 Morrison在 IEＲS 网站上提供的长期日长变化
数据，同时也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编辑部的大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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