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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小波技术检测重力亚潮汐频段的特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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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武汉国际重力基准站超导重力仪长度为 5 年的重力潮汐观测资料, 利用小波分析技术检测
和研究了重力亚潮汐频段与地球内核平动振荡有关的特征信号. 对观测信号扣除合成潮和气压效应  
后得到的重力残差实施分析, 结果表明在 4~6 h 频段上存在着 nGal 量级的重力振荡信号. 但发现这种 
振荡信号的频率和振幅具有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分析表明这些信号可能被某种小幅度的非连续源激发
所致.  

关键词  亚潮汐频段的重力信号  小波时频谱  地球固态内核  Slichter模 

随着全球基础科学和空间技术对地球深内部动

力学需求的快速发展, 地球液态核(ELC)和固态内核
动力学现象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检测已经显得越来越

重要 . 地球内部动力学问题已经成为迄今世界地球
科学前沿 25 个基本科学问题之一. 近年内科学家在
研究液核动力学效应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展 , 但在
地球固态内核(ESIC)的平动振荡方面, 仅做了一些有
益尝试 , 至今仍未得到完全信服的理论模型和完整
检测结果. 研究表明除地震技术以外, 重力测量是用
于研究地球深内部动力学现象惟一有效技术. ESIC
的平动振荡包括赤道面正向、自转轴方向和赤道面逆

向振荡三部分, 它们是地球基频自由模, 通常被称为
Slichter模 [1,2]. 实施Slichter模的研究和检测, 通过精
确估计ESIC平动模的参数, 有助于人们了解地球液
态外核和固态内核边界层精细结构和密度分布特征
[3,4]. 

理论研究表明, 对于非旋转、球对称和分层地球
模型 , 通常用 1 阶三个球型简正模位移向量描述
ESIC平动振荡主分量(又称特征向量). 然而由于地球
自转导致Coriolis力作用和地球的椭球形状, 一些其
它的球型和环型位移(相同阶不同级)将与该 1阶球型
位移向量耦合在一起. 通过广义球谐展开, 在理论上

可将特征向量表示成 1 阶球形向量 和 2 阶环型位

移向量 之和(m=−1, 0 和 1). 当采用DG597 地球模
型时, ESIC平动振荡赤道正向、自转轴方向和赤道逆
向分量周期理论值分别为 4.916, 4.441 和 4.055 h

1
mσ

2
mτ

[4]. 
1960 年智利大地震期间获得的结果证明了液态外核
成层分布和固态内核的弹性性质 , 赤道逆向平动模
导致的重力信号在 2 nGal量级[2]. 为了准确评价截断

误差和克服广义球谐函数展开不收敛导致的误差 , 
在“亚地震波”近似的假设下, 利用变分有限元技术, 
Smylie基于CORE11 地球模型获得了与Smith不同的
固态内核平动振荡参数, 其理论周期是 3.581, 3.766
和 4.015 h, 而基于 1066A地球模型得到的预测周期
是 2.603, 2.702和 2.824 h[3,4].  

近年内美国GWR公司新型高精度超导重力仪
(SG)的研制成功和国际地球动力学合作计划(GGP)的
实施, 为人们研究ESIC平动振荡提供了新的重要手
段和广阔前景. 与任何一种弹簧重力仪相比, SG有许
多优良特性, 包括极宽的动态线性测量范围, 极低噪
声水平、极高的稳定度(在nGal量级)和灵敏度[5]. 发
表的文献已经证明利用全球分布的高精度高采样率

SG观测数据, 在消除仪器漂移和系统误差后可有效
应用于检测地球动力学现象 , 特别是那些对来自地
球深内部的动力学行为导致的微弱重力场信 号[6~8]. 
SG还能给我们提供长周期地震和亚地震频段的高质
量数据, 尤其是可利用周期大于 54 min的重力变化
信号检测地球球型振荡模(纯弹性模)的存在[9~12].  

近年内 , 人们在ESIC平动振荡的地表仪器检测
方面作了一些有益尝试. 最早的重力检测是Smylie等
在 1993年基于欧洲地区 4台SG潮汐观测积谱分析开
展的[13]. Hinderer等在 1995年利用积谱法和互谱法检
测到ESIC的平动振荡现象[14]. Courtier等在 2000年利
用全球 5 个台站的SG数据进行了多台站试验[15]. 基
于快速傅立叶变换的方法, Rosat等和孙和平等利用
GGP台站的SG观测数据和叠积技术研究了与Slichter
模有关的重力信号[16~18]. Crossley等的研究表明核模
信号的幅度可能在nGal量级, 恰好淹没在SG观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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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内[19].  
分析表明 , 以上各种赏试是基于传统的离散傅

立叶变换(DFT)技术开展的, 但这种方法只能提供重
力信号时间跨度上的平均谱估计 , 而不能同时给出
频谱信号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近些年来, 应用小波变
换的时频谱技术(WTFS)的有效性已在多种地球科学
研究领域得到证实. 本文主要目的是利用 WTFS 等
多种分析技术分析武汉站长达 5 年的 SG 观测数据
(1998年 1月 1日~2002年 12月 31日), 在亚潮汐频
段上检测与地球固态内核平动振荡频段有关的重力

振荡信号, 研究这些振荡信号的特征. 旨在为下一步
理论研究和实际检测作些有益探讨 , 为研究地球深
内部运动和物理特征提供有效参考.  

1  重力潮汐观测概况 
编号为T04 的武汉超导重力仪是 1985 年引进并

开始工作 , 仪器安装在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办公大楼一楼实验室内, 由于长达 10 多年的
连续运行导致部分电子控制元件和线路老化, 1996年
被送回美国GWR公司改造升级 (更该编号为C032). 
1997年 10月重新成功安装在武汉市郊 25 km处的九
峰动力大地测量观测站(北纬 30.52°, 东经 114.49°, 
高程 80 m)[20]. 仪器的主体被悬挂架设在三面为水泥
板的框架上(左面、右面和背面). 水泥板高 1.5 m厚
10 cm. 水泥板被直接固定在基墩上, 基墩与基岩连
接. 仪器周围设计有保护槽, 以避免人们活动可能带
来的扰动. 与GGP要求相统一和仪器更新相匹配, 德
国Jena大学Jentzsch研究小组提供了一套新的数据采
集系统, 用于日常观测.  

数据采集所需的重力卡固定在仪器中 , 重力卡
设计了与GGP要求相应的抗漂移低通滤波器 . 滤波
器将频率大于 0.5 Hz的信号衰减 100 dB. 仪器配置设
计的采样率为 1 s, 通过抗漂移低通滤波器处理后每
10 s记录重力和气压采样值, 并送到 22 比特的数字
电压表. 实验室装有良好的恒温设备, 以保证室内气
温的年变化小于 1℃[8,20].  

超导重力仪是相对重力仪 , 直接输出量是电压
变化 , 为了有效实现数字电压值换算成重力变化单
位, 需要实施仪器输出量的标定. 实施两期FG5-112
绝对重力仪(AG)与SG的平行观测(1999 年 1 月 29 日
~2 月 1 日和 2000 年 8 月 13~16 日)确定了SG的标定
格值. 在资料处理过程中, 考虑了AG激光光速和仪
器有效高度改正, 利用最小二乘法多项式拟合SG和

AG的观测结果, 获得了SG的格值因子[21]. 重力潮汐
观测数据处理中还使用了由GWR仪器公司在实验室
获得的SG相位传递函数改正值.  

在数据分析前, 我们对SG原始观测资料实施了
仔细预处理 , 利用由国际地球潮汐研究中心推荐由
比利时皇家天文台研制的Tsoft数据处理软件 [22], 仔
细检查了采样率为 10 s的原始重力和气压记录. 得益
于计算机扩展图形功能 , 该软件给我们提供了十分
方便的基于图形界面处理的人机对话方式 . 在不破
坏SG重力观测信号的前提条件下, 利用人工方法仔
细修正一些可能的诸如尖峰、突跳和一些常出现的微

伽级未知因素导致的高频扰动信号 . 基于重力合成
潮模型和样条插值技术, 填补由于断电、地震和加灌
液氦所造成的短时间中断数据.  

利用最小二乘滤波技术和施加窗函数方法 , 获
得采样率为 0.5 h的重力和气压观测数据. 从采样率
为 0.5 h的时间序列中扣除合成重力潮信号得到重力
残差 . 使用台站气压和重力残差的回归技术获得气
压重力导纳值, 在此基础上将气压影响从SG原始观
测资料中消除 . 基于国际地球自转服务中心发布的
坐标变化资料 , 再从观测残差中消除地球极移运动
导致的重力信号[23]. 图 1 给出了采样率为 0.5 h的重
力潮汐变化(图 1(a))、台站气压变化(图 1(b))和重力
残差时间序列(图 1(c)). 重力残差序列(图 1(c))将被用
于确定亚潮汐频段内与地球内核平动振荡相关的微

弱信号. 

2  数据分析技术 
下面简要描述检测亚潮汐频段重力特征信号的

分析方法: 
(ⅰ) 首先应用基于Vondrak滤波器组合的多级滤

波技术(MSF), 该技术为我们提供高分辨率的特定截
止频率[24,25]. 一般来说, 若在低于 10 h的低频域内存
在较强的信号 , 它将影响到亚潮汐频段内弱重力信
号的检测 . 因此我们先利用多级滤波技术消除低频
段重力信号 , 再从剩余残差序列中将亚潮汐频段中
的重力信号分辨出来 . 多级滤波技术中的频率响应
函数R的理论计算公式如下： 

  (1) (1 ( , ) ) ,L MR c A f e= −
其中c是实常数, 一般取 1; L和M是与截止频率带宽
相关的正整数. A(f, e)是Vondrak平滑方法中的频率响
应[26], 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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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武汉台站重力潮汐变化(a)、气压变化(b)和重力残差序列(c)时间序列 
时间: 1998年 1月 1日~2002年 12月 31日 

 
  (2) 1 6( , ) (1 (2π ) ) ,A f e e f−= + 1−

f和e分别为相关的频率分量和平滑因子. 在将多级滤
波技术应用到分析剩余重力残差序列时 , 我们还可
利用阶跃时间序列分析模型(LSTSA)限制输出信号
的边界效应[27]. 

(ⅱ) WTFS技术主要被用来寻找与地球内核平动
模有关的几个小时频段内的重力信号 . 对于给定的
时间序列f(t), 则其小波变换可以表示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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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tψ 是基小波, a是被用来定义描述特征频率相
关的扩张或压缩尺度因子 , b是时间域内滑动因子 . 
考虑到其优良特征, 我们使用了归一化的Morlet小波
基[29], 同时取小波变换实部表征实数序列谱分析, 并
给出信号的相位和幅度特征 . 与传统离散傅立叶变
换(DFT)技术不同, 小波变换的一个明显优点是可同
时描述一个时间序列f(t)在时间和频率域(或a-b空间)
内频谱变化特征. 于是在实施资料的分析过程中, 我
们将用WTFS技术检测亚潮汐频段内一些特征谱信
号的稳定性和变化过程.  

(ⅲ) 使用基于Householder变换的最小二乘技术
进一步估计亚潮汐频段内由WTFS技术获得的重力

特征信号的周期和振幅[30].  
(ⅳ ) 使用多通道功率谱技术作相关估算 [31,32], 

以便进一步确定亚潮汐时间尺度上重力信号的存在. 
使用多级窗函数有效降低谱峰泄漏 , 以便对所确定
的重力特征振荡信号提供可靠谱估计.  

3  重力残差的谱估计 
研究表明在周期为几小时到几年频段内的重力

残差中存在许多丰富的有用信号 , 然而我们感兴趣
的是亚潮汐频段内与ESIC平动模周期有关的那些信
号. 首先使用DFT技术我们仔细研究了亚潮汐频段内
残差信号特征. 并发现在S2和S1波(即 12和 24 h频段)
附近存在较大的信号能量, 振幅在nGal量级. 在实施
气压效应改正后, 仍存在周期为 8 h, 振幅为 5 nGal
的能量谱峰. 然而在S4波频段上没有这种现象发生. 
分析表明气压改正前的S4波段存在明显谱峰, 气压改
正后, 这些谱峰消失了, 这说明在 6 h频段上, 气压改
正是有效的. 因此也可以推论, 在我们感兴趣的频段
上, 不存在与气压相关的稳定信号激发源.  

图 2给出了 SG重力潮汐残差序列WTFS的估计
结果(基于图 1(c)获得), 纵坐标表示谱信号周期, 范
围从 0.1~30 d. 由图清楚地发现与月、半月、周日、
半日等长周期信号能量. 由于 WTFS 处理技术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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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特性 , 这些信号的周期和振幅随时间变化特征被
清楚地显示出来. 在最小二乘估计中, 我们使用了误
差检验法识别并估计了这些谱信号参数(包括周期、
振幅和误差等). 结果为周期是 27.55, 13.65, 1.00 和
0.5 d, 振幅是 (0.161±0.008), (0.130±0.008), (0.123± 
0.008)和(0.036± 0.008)µGal. 分析表明周期为月和半
月的信号源与所采用的重力潮汐模型没有拟合好有

关 . 而在周日和半日频段中存在的信号可能与台站
背景噪声有关, 例如: 地下水变化、浅海潮汐、气压
改正不彻底和其他一些未知因素有关 . 当然我们还
利用常规的 FFT 技术对同一重力残差序列进行了独
立分析, 并在亚潮汐频段上得到了与之相符的结果. 

要说明的是由于受低频段一些较强能量信号影

响 , 要直接清晰检测亚潮汐频段内的重力谱是相当  
 

 
 

图 2  重力残差系列全频段的小波时频谱特征 
(a)1998年; (b)1999年; (c)2000年; (d)2001年; (e)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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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 . 分析表明从半天到月的时间尺度的强振荡
信号可以影响到周期为几个小时尺度的亚潮汐频段

上的谱信号 . 所以在确定在亚潮汐频段上的微弱重
力信号之前, 应尽可能从 SG 观测残差序列中消除这
些低频振荡信号. 使用 MSF 技术(其高通滤波器频率
响应函数见图 3), 获得了截止频率为 7h 的高频重力
残差高频振荡信号时间序列(图 4(a)). 为了较清楚地
显示检测到的振荡信号细节, 图 4(b)给出了从 2001
年 1月 1~12日的时间序列.  

 
图 3  截止频率为 7 h的 MSF频率响应函数 

由图 4 可知(特别是图 4(b)), 可以清楚发现尽管
振荡信号的周期和幅度随时间变化 , 但在几小时尺 

度上的信号振荡是确实存在 . 分析表明这些信号的
振幅很弱, 要比周日、半月和几个月周期上的信号要
小一个量级. 

图 5给出了亚潮汐频段中 SG重力残差的 WTFS
谱分析结果, 除最后一个分图外, 每一幅分图代表从
1998年~2002年逐年的谱估计结果, 图 5(f)给出了详
细细节(时间段从 2001年 1月 1~12日). 由图 5可以
发现, 尽管重力谱振幅不十分稳定, 但是在周期 4 ~ 
6 h频段上存在着明显随时间变化的重力振荡信号.  

为证实本文使用的 WTFS 方法的有效性, 使用
多通道谱估计技术分析亚潮汐频段内 SG重力残差中
的特征信号. 图 6 中给出了相应结果, 很容易看到在
2~6 h带宽的周期上存在明显谱峰, 与利用 WTFS技
术所发现的谱峰很接近, 有类似的特征, 遗憾的是该
方法不能同时显示信号随时间和频率变化特征 . 比
较发现由图 5 给出的 WTFS 不但给出了信号的时间
和频率特征, 而且分辨率比图 6给出的多通道谱估计
技术要高很多. 图 6 的结果中不存在低频信号成分, 
这表明利用 MSF滤波器消除低频信号的有效性. 

4  确定信号的参数估计 
为了确定由 WTFS 技术获得的时间序列(如图 5

所示)中重力残差信号的特征振荡参数(周期和振幅), 
我们使用了 Householder 变换的最小二乘估计技术, 
相应的计算公式如下为:

 
图 4  由 MSF技术获得的高频振荡信号时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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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重力残差序列亚潮汐频段的小波时频谱特征 
(a) 1998年; (b) 1999年; (c) 2000年; (d) 2001年; (e) 2002年; (f) 2001年 1月 1~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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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由多通道分析技术获得的高频序列频谱分析结果 

 

 
3

1
sin(2π / )t k k k

k
SL a b t P ,tϕ ε

=
= + + +∑  (4) 

式中Pk, bk, 和 ϕk分别是重力振荡信号周期, 振幅和
相位滞后; a是常数. 考虑到在亚潮汐频段内检测到
的重力信号不稳定 , 我们使用误差检验法识别和估
计信号的最佳年平均周期和振幅. 基于WTFS的分析
结果, 同时取周期的初始值分别为 6.0, 5.0和 4.0 h.  

表 1给出了基于方程 4最小二乘估计获得的重力
残差亚潮汐频段内几个特征信号的周期和振幅, RMS
栏代表基于高通滤波序列由最小二乘残差计算获得

的均方差. 为方便比较, 括号中还给出了利用最小二
乘估计前直接由残差时间序列计算获得的均方差 . 
由表可知, 不同时间段得到的信号平均周期(P)和振
幅(Amp)是稳定, 估算到的平均年振幅在nGal水平, 与
仪器观测精度处在同一量级 . 分析表明数据拟合前
后的均方差变化很小.  

另外对图 5 的分析发现, 在亚潮汐频段内, 特征
信号的周期和振幅确实具有随机游动特点 , 这说明
如果这些信号与在 Slichter 模有关的话, 则在此谱峰
附近没有稳定的重力信号激发源存在. 除了周期为 4, 
5和 6 h的振荡信号以外, 从 WTFS结果中没有发现 

其他信号 , 这与以前Smylie等和Courtier等结果略有
不同 [13,15], 而且不连续信号的幅度仅在十分之一
nGal量级, 且频率特性不稳定. 所以如果存在与地球
内核平动振荡有关的信号 , 那么它的激发机制具有
一定的不稳定性.  

5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区别于传统的 DFT 技术, 我们首次成功

利用了WTFS等多种分析技术分析武汉站的长度为 5
年的 SG 观测资料, 检测了可能与地球固态内核平动
振荡有关的重力场微弱信号 . 结果说明在亚潮汐频
段上发现了随时间和频率变化的重力信号 . 在重力
残差中测定的剩余月、半月、周日和半日残留信号周

期和振幅分别是 (27.55, 13.65, 1.00, 0.50 d)和
(0.161±0.008, 0.130±0.008, 0.123±0.008, 0.036±0.008 
µGal). 分析表明这些信号可能与作为背景噪声的各
种地球物理因素有关, 如地下水变化、浅海潮汐、区
域气压改正不彻底和周月和半月波重力合成潮模型

不完善等.  
为了避免从半日波到月周期的强信号对要检测

的亚潮汐频段信号产生干扰 , 我们使用了具有高分
辨率的 MSF 技术有效地消除了低频信号. 本研究成
功地应用了 WTFS 技术, 结果说明在潮汐残差中存
在周期为 4, 5和 6 h的微弱重力场信号, 振幅在 nGal
水平, 处在仪器精度相同水平. 进一步的分析说明, 
信号的频率和振幅是不稳定的 , 具有随机游动的特
征 . 这表明与固态内核平动振荡相关的激发源是不
稳定的, 因此 ESIC 平动振荡可能不是稳定存在的, 
而且幅度较微弱.  

要说明的是, 本文的工作仅是一种尝试, 取得的
结果也是初步的. 实际上, 要准确寻找地球固态内核
平动振荡的存在尚存在许多困难: (ⅰ) 由于缺乏精
确的地球深内部结构知识 , 迄今为止还没有同行公
认的理论模型可供参考; (ⅱ) 尽管仪器实验室SG观
测的理想精度在 10−11 m/s2量级, 但要检测与ESIC有 

 
表 1  亚潮汐频段内几个特征信号的周期和振幅估算 

年份 P/h Amp/µGal P/h Amp/µGal P/h Amp/µGal RMS/µGal 
1998 6.0 0.0033±0.0003 4.8 0.0023±0.0003 4.0 0.0014±0.0003 0.0258 (0.0260) 
1999 6.0 0.0028±0.0003 5.2 0.0018±0.0003 4.1 0.0016±0.0003 0.0269 (0.0270) 
2000 6.0 0.0039±0.0003 5.2 0.0019±0.0003 4.0 0.0011±0.0003 0.0245 (0.0247) 
2001 6.2 0.0032±0.0003 5.0 0.0021±0.0003 4.2 0.0014±0.0003 0.0264 (0.0266) 
2002 6.0 0.0029±0.0004 5.2 0.0030±0.0004 3.5 0.0017±0.0003 0.0387 (0.0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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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平动振荡信号十分微弱, 况且, 实际台站背景噪
音, 尤其在亚潮汐频段上, 要检测的 SG 信号可能被
台站背景噪声和其他因素干扰; (ⅲ) 地球固态内核
平动振荡的力学机制还不是很清楚 , 究竟是由深部
大地震激发？还是由地球液态外核的铁元素和高温

导致的强电磁蜗旋场 , 加上地球自转导致地核边界
地形耦合力矩作用所致？因此深入的研究和可靠的

结论还尚依赖于合理的理论模型、全球高精度 SG观
测资料长期积累和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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