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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优化滤波法对芦山地震震区 

重力异常特征的分析 

石 磊 陈 石 蒋长胜 徐伟民 卢红艳 郭凤义 

(中国北京 100081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摘要 首先对具有代表性的重力异常分离方法进行简单介绍，在此基础上使用这些方法对同 

一 组理论模型数据进行试验，优选出异常分离效果较好的优化滤波法对芦山地震震区重力异 

常特征进行 分析 ，初步认识此次地震发生的深部构造 背景 ，得 出以下初 步结论 ：龙 门山断裂 

带 在研 究区布格 重力 异常中反 映为一 条近北东走 向的显著重力梯度带．该 梯度带在天 全附近 

分为两支，芦tll地震震区靠近重力梯度带分叉处，且 M ≥3．0余震同样呈近北东向展布，与 

梯 度带走向基本一致 ，认为此次强地震 的发生与重力梯度带下的深部结构及构造活动 密切相 

关；芦III地震震区浅部结构与深部构造特征存在较大差异 ，构造复杂及地壳深浅部耦合关系 

较差，说明此次强地震的发生受浅部和深部构造的共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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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gravity anomaly in Lushan earthquake 

zone based on preferential filtering method 

Shi Lei Chen Shi Jiang Changsheng Xu Weimin Lu Hongyan Guo Fengyi 

(Institute of Geophysics，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gravity anomaly separation methods， 

then adopts the preferentia1 filtering metho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 of 

gravity field in the I Hshan earthquake zone and its adjacent areas，SO as to shed 

some lights on the tectonic background of the earthquake in the subsurface．The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s are：① A remarkable gravity gradient zone(GGZ) 

trending NE presents along the Longmenshan faults zone，and to the south of 

Tianquan county it is splitted into two branches；② The epicenter of this earth— 

quake iS near the crotch of the GGZ，and the aftershocks with Ms≥ 3．0 strike 

NE．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trike of the GGZ．A1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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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of this earthquak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ep structure and tec— 

tonic activities beneath the GGZ．There is a Iarge difference between shallow 

structures and deep ones in Lushan earthquake zone， in addition， complex 

structures as well as poor coupling between shallow and deep part of the crust 

also exist，implying the generation of I ushan earthquake was controlled by both 

shallow and deep structures． 

Key words：Lushan earthquake； Longmenshan fault zone；gravity anomaly； 

preferential filtering method；anomaly separation 

引言 

北京时间 2013年 4月 20日8时 2分 46秒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境 内发生了 7．0地 

震．截至 5月 15日该地震共造成 196人死亡，1万 1 470余人受伤， 

震区发生大面积滑坡和建筑物损毁，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震源机制和破裂过程等研究 

结果表明，该地震是继 2008年 5月 12日汶川 Ms8．0强地震后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上的又 

一 次大震，为逆冲型地震 (张勇等 ，2013)． 

青藏高原东缘的龙门山断裂带北起青川，经北川、映秀、宝兴至泸定附近，全长近 500 km， 

宽约 40 50 km，走 向北东(Zhang etal，2010)．龙 门造山带位于松潘一甘孜印支造山带与 

扬子克拉通的中新生代(T。一Q)四川前陆盆地之间，以出露大面积的前震旦纪古老变质杂 

岩(7O0 800 Ma)、少量的新元古代变质火山岩及震旦纪 早、中三叠世海相沉积岩为特 

征．龙门山东缘发育一系列的逆冲断裂和飞来峰构造，逆冲作用使山体向东逆冲推覆到四 

川I盆地之上(许志琴等 ，2007)．该断裂带主要由 3条近北东走向的主干断裂组成(图 1)：江 

油 灌县断裂(前山断裂)、北 川 映秀断裂 (中央断裂 )、茂县一汶川 断裂 (后山断裂)(张 

培震等，2008)．位于龙门山断裂带西侧的松潘一甘孜地块边缘或内部的断裂带中有少量 

古生界地层甚至前寒武系变质岩出露，三叠纪末的印支运动使该地区褶皱连山，强烈变 

形；东部的扬子地块是由前寒武纪变质基底和震旦纪一中生代沉积盖层组成的海相沉积， 

早 、中侏罗世之后为陆相碎屑岩堆积 ，新生代地层主要分布在成都盆地(Chen et al，2000； 

楼海等，2008)． 

由重力观测得到的重力异常包含了从地表到深部所有密度不均匀体引起的重力效应， 

信息非常丰富．因此，若要根据重力异常解释某个地质体，必须首先从叠加重力异常中分 

离出单纯由这个地质体引起的异常，然后对该异常进行分析解释．然而，重力异常分离目 

前仍是重力资料处理解释中没有很好解决的难题之一(曾华霖，2005)．目前比较具有代表 

性的重力异常分离方法有：传统向上延拓法、带通滤波法、小波变换多尺度分解法(侯遵 

泽，杨文 采 ，1997；Fedi，Quarta，1998；杨 文采 等，2001)、熵 滤 波 法 (Nikitin et al， 

1984)、非线性滤波(Keating，Pinet，2011)、优选延拓法(Pawlowski，1995；Meng et＆z， 

2009)和优化滤波法(GUO et a z，2013)等．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其中5种重力异常分离方法(带通滤波法、传统向上延拓法、熵滤波 

法 、非线性滤波法和优化滤波法)的基本原理，然后分别利用这 5种方法对同一组理论模型 

数据进行试验 ，对比分析各种方法的异常分离效果 ，从 中优选 出效果较好的方法对芦山地 

震震区重力异常进行分离，初步分析认识此次地震发生的构造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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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为要延拓 的高度． 

1．3 熵滤波法 

熵滤波法是前苏联学者 Nikitin等(1984)在熵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一种重力异常分离 

方法，是一种空间域滑动窗口滤波方法．设网格化后规则重力数据中的任意待滤波点 P的 

异常为 ，熵滤波法所用的滑动窗口的中心为待滤波点，窗口大小自定义，落入滑动窗口 

内的异常为 (i一1，2，⋯，N)，则待滤波点 P熵滤波后的区域异常为 
N N ， 

一 ∑fiw。一∑ 可 L (3) 
一 一 ∑(1一Ci) 

2— 1 

其中， 为各点的熵值， 为各点的熵权系数．可见，当滑动窗121内某点异常的熵值越小， 

表明它的变异程度越大，在熵滤波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其熵权重值则越大；反之，某点异 

常的熵值越大，表明它的变异程度越小，在熵滤波中所起的作用越小，其熵权重值则越小． 

1．4 非线性滤波法 

非线性滤波法是 Keating和 Pinet(2011)在 Naudy和 Dreyer(1968)图解法基础上提 

出的一种重力异常分离方法．在该方法中剖面重力异常被分为两种类型：有一个最大值的 

简单异常；有一个最大值和两个最小值的复杂异常． 

对于网格化后的规则重力数据，定义第二半差值为 

S — C— C-= C～ (B+ D)／2 (4) 

其中，c为待滤波点的已知异常值；A，B，D和E分别为待滤波点前后第一节点和第二节 

点的已知异常值． 

异常的形状由T与s的比值R来决定，其中 

T 一 (B ～ B2)+ (C— C。)+ (D — D ) (5) 

如果 R为负值，说明异常有一个最大值和两个最小值，此时对待滤波点进行非线性滤波， 

滤波后的异常值为Q一2(B+D)／3一(A+E)／6；如果 o≤R≤2，则异常有一个最大值，此 

时对待滤波点进行非线性滤波，滤波后的异常值为Q=0．5C+0．25(B+D)；而如果R>2，异 

常过于平缓，则不对待滤波点进行非线性滤波． 

对于面积性的规则数据 ，其非线性滤波首先沿 z方向对各剖面数据进行上述的剖面非 

线性滤波，得到第一次滤波后的数据；然后再沿 ．y方向对各剖面z方向滤波后的数据重新 

进行剖面非线性滤波，得到第二次滤波后的数据；最后对 z和Y方向滤波后的数据做巴特 

沃斯滤波 ，滤去高频干扰 ，得到最终的滤波后的数据 ，即非线性滤波得到的区域异常． 

1．5 优化滤波法 

针对传统向上延拓方法在向上延拓时异常分离不彻底问题，意大利学者 Pawlowski 

(1995)根据维纳滤波和格林等效层原理提 出了重力异常分离的优选延拓法．应用该方法进 

行向上延拓时，可以在压制浅源短波长信息的同时，保持深源长波长信息不衰减．之后， 

许德树和曾华霖(2000)、Meng等(2009)在优选延拓法的基础上给出了基于优选向上延拓 

的延拓差值法，实现对某一指定频段的局部异常有选择地提取或分离，即类似于带通滤 

波．郭良辉等(2010)进一步改进优选延拓法而提出优化滤波法，用于分离指定频段的重力 

异常．它既保留了优选延拓法分离异常较彻底的优点，同时其分离异常不需要已知延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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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理论模型各长方体的几何参数和剩余密度 

沿z长度／m 沿 宽度／m 沿 深度／m 上顶深度／m 剩余密度／g·cm 。 

长方体A ，A。和 A。距离较近，中、浅层长方体分布分散且部分叠置于深层长方体上，产 

生叠加异常．数值正演该模型在深度为 0 km处 、测网为 101×101、纵横向网格问距均为 

0．2 km 的平面网格上的重力异常如图 2b所示．对理论重力异常加入标准差为 0．2×10_。。 

m／S 的随机高斯噪声，结果见图 2c． 

下面分别利用带通滤波法、向上延拓法、熵滤波法、非线性滤波法和优化滤波法对理 

论含噪重力异常进行去除高斯噪声、分离区域异常和分离 B，c层局部异常的异常分离试 

验．对含噪重力异常计算径向对数功率谱，用 0 0．274 5 cycles／kin(频段 1)、0．274 5一 

1．215 7 cycles／kin(频段 2)和 1．215 7 5 cycles／km(频段 3)等 3个等效层分段拟合． 

在进行去除高斯噪声干扰时 ，带通滤波法的滤波波长宽度为 800 in，向上延拓高度为 

300 m；熵滤波法滤波窗 口为 600 m；非线性滤波法 的滤波波长宽度为 800 m；优化滤波法 

以频段 3为浅源信息 、频段 1和 2为深源信息进行滤波 ，结果见图 3a．对比上述各图可见 ， 

带通滤波法 、熵滤波法 、非线性滤波法和优化滤波法均能有效地压制高斯噪声 干扰 ，除了 

c层有效信号保留得不是很好外(因为其频率与噪声较接近)，A和B层的有效信号都得到 

了较好的保留；而向上延拓法在压制高斯噪声干扰的同时，也部分压制了有效信号． 

在进行分离区域异常时，带通滤波法的滤波波长为 4000 ITI，向上延拓高度为 1 000 m； 

熵滤波法滤波窗 口为 3 000 m；非线性滤波法的滤波波长为 4 000 II1；优化滤波法以频段 2 

和 3为浅源信息、频段 1为深源信息进行滤波，所得结果如图 3b所示．通过对比分析可 

知，带通滤波法、向上延拓法和熵滤波法在有效压制高频噪声干扰及 B，c层局部异常的 

同时，也部分压制了A层的区域异常，尤其是向上延拓法的区域异常被压制最多；非线性 

滤波法较好地保留了区域异常，但 B层 的局部异常压制不够彻底 ，部分遗留在 区域异常 

上；优化滤波法不仅有效地压制了高斯噪声干扰及 B，C层的局部异常，A层的有效信号 

也得到了较完整 的保留． 

分别利用各种方法去除高斯噪声后的异常减去区域异常，即可得到分离 B，C层的局 

部异常，所得结果如图 3c所示．通过对比上述各图可知 ，带通滤波法、向上延拓法和熵滤 

波法都能有效分离出B，c层的局部异常，但也遗留了A层的部分区域异常，尤其是向上 

延拓法的区域异常遗留较多；非线性滤波法分离结果没有 明显的区域异常，但 B层 的局部 

异常被部分压制；优化滤波法则有效压制了高斯噪声及 A层的区域异常 ，B，C层的有效 

0 O O  O  O O O  O  O O  O  ∞ 如 们 如 蚰 如 m 

A A A B B B B B C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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