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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小波分析理论及其时频分析方法，阐述了高低频信息的识别和小波基的选取，并对南京地

区 2006—2012 年数字化应变观测整点值资料进行了小波多分辨率分析。结果表明，六合台体应变小波
分解 7—9 阶是频率最低的部分，异常信号的周期在 24—30 天左右，持续时间在 1—2 个月之间，具有
明显的短期、临震异常特征；江宁台四分量应变的整点观测值的第 9 阶小波分解表明，在发生 2 次地
震前，四分量中至少有 3 个方向的分量出现了明显的异常情况，这种异常周期通常在 20—30 天左右，
其与高淳台的异常周期时间相当，它可能是地震的前兆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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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形变

异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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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波变换作为一种信号的时间-尺度分析方法，不仅具有多分辨率分析的特点，而且在时
域和频域都具有表征信号局部特征的能力，很适合于探测正常信号中的局部奇异性和瞬态反
常现象，并且还可以展示这些反常现象的成分，因此，被业界誉为分析信号的“显微镜”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小波变换理论在我国地球物理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例如：宋
治平等（2003）和刘强等（2007）通过对不同类别地震前兆资料（包括重力、形变、井水位、
连续 GPS 观测等）的小波分析研究表明，小波分析方法对形变数字化资料中的干扰识别与消
除、不同频率的潮汐波的分离、趋势异常与短期异常的提取等都具有较强的处理功能，是形
变数字化资料分析处理的一种有效方法；邱泽华等（2010）对姑咱台形变资料小波分解的研
究表明，在汶川地震发生前，较长周期的异常成分出现的比较晚，这是破裂尺度在增大的表
现；池顺良等（2013）对芦山 M7.0 级地震的研究也表明，距离地震震中 70km 的姑咱地震台
形变资料出现了明显的应变异常，这些异常信号与芦山地震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关；蒲小武等
（2014）通过对武都台应变在汶川 M8.0 级地震前不同阶段特征的分析后发现，应变异常变化
均出现在震前 2—3 年，持续时间约 1 年；同时，小波变换理论在地震探油或探矿方面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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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广泛的应用（孟昭波等，1995）
。
钻孔形变观测是研究地壳运动的主要观测手段，同时其在地震前兆观测中也占有重要的
地位。本文在南京市数字化钻孔形变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将小波变换方法应用于数字化形变
资料的处理中，对本区域内的地震前兆异常信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1 小波分析理论基础
小波变换
小波变换概念是法国地球物理学家 Grossmann 等（1984）在分析处理地球物理勘探资料
时提出的，它包括离散小波变换和连续小波变换两种。其中，连续小波变换 CWTa, b（Continue
Wavelet Transform）的定义为：
1.1

CWTa ,b = ∫ f (t ) ⋅ψ a ,b (t )dt =
R

1

∫
a

R

f (t )ψ

t −b
dt
a

（1）

式中，Ψ (t ) 为小波；a 为尺度因子，b 为平移参数，且参数 a 和 b 都是连续变化的值，满足
a,b∈R 且 a≠0。
在实际应用中，考虑到信号 f（t）是离散序列，所以 a 和 b 也需要离散化。对尺度因子
a 和平移参数 b 分别按下式进行离散采样：
a = a0m
b = nb0 a0m

a0m > 0 ,m∈z
b ∈ R，n ∈ z

这样，小波Ψ a ,b (t ) 可变为：

Ψ a ,b (t ) = a0− m / 2 (a0− m t − nb0 )
而任意函数 f（t）的离散小波可变换为：
DWTa ,b = ∫ f (t ) ⋅ψ m, n (t )dt

（2）

R

通常，在对实际资料进行分析时采用 a=2k。随着 k 的增加，信号从最高频向低频分解。
当 k=0 时，信号为采样频率；当 k=1 时，可将频率二等分。此后依此类推。
1.2 高、低频信息的识别
从频谱分析角度看，正交小波变换 DWTa,b 是把信号分解到一系列相互独立的频带上，
其分辨率 j 反映了频带的位置和带宽。而数字信号 f（t）可以表示为（郑治真，2001）
：

f (t ) ≅ Aj f ( x) = akj f ( x) + d kj f ( x)

（3）

式中， akj f ( x) 和 d kj f ( x) 分别为信号 f（t）在分辨率为 j 时的近似部分和分解部分，而系数 akj
和 d kj 分别为离散和近似于离散的细节。
实际上，小波变换正交展开系数 akj 和 d kj 是窗口小波变换。当 j 固定时，随着 k 的变化，
系数 akj 和 d kj 都占满了整个时间域，而且没有重叠。但随着 j 的变化， d kj 将占满整个频率域，
同时也没有重叠。
1.3 小波基的选取
小波基的选取应从一般原则和具体分析对象两个方面考虑。对地震信号进行小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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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选择小波基函数的一般原则是：选取的小波基函数具有紧支撑性、对称性和正则性（光
滑性）。同时，选择与地震子波形状相近的小波基函数，或以模拟地震子波作为小波基函数。
函数按正交小波展开的分解算法和回复算法，统称为 Mallat 算法（徐长发等，2004）
。
Mallat 算法为应用小波对信号分解重构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手段。而对于正交小波，由于期望
它也同样具备有限支集、光滑和超强的时域以及频域的局部化能力等特性，以便使 Mallat 算
法更加快捷，使其在信号分析处理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期望（或要求），
Daubechies（dbN）小波被构造了出来，该小波是 Daubechies（1988）从两尺度方程系数{hi}
出发，设计出来的离散正交小波。笔者尝试使用 Daubechies 小波进行信号处理。

2 南京数字化钻孔形变台站概括
南京地处华北地震区长江上游的黄海地震带内，属中强地震过渡带。在大地构造上，南
京位于下扬子构造区宁镇隆起的东段，该地区地质构造复杂，断层比较发育，如图 1 所示。
“十五”期间，南京市地震前兆台网进行了数字化技术改造，2008 年底完成了六合台体应变、
江宁台和高淳台四分量钻孔应变的数字化技术改造并投入使用，在地震预报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实效（杨建军等，2008）
。笔者选取了数据连续可靠和固体潮清晰的六合台、江宁台、高淳
台（见图 1 和表 1）的形变整点值资料，利用 db4 小波分解（个别缺数作了线性插值处理）
并结合 2006—2012 年南京市周边 300km 范围内发生的地震事件，探讨和分析体应变、四分
量钻孔应变在震前的短临异常信息。

图1

南京市钻孔形变台站分布及地质构造图

Fig.1 Digital data of deformation stations and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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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数字化形变台站

Digital data of deformation stations of Nanjing

台站名称

台站坐标

台站高程（m）

断裂带

测项/仪器

台站基岩

六合

118.94°N, 32.51°E

104

南京-湖熟断裂、江浦-六合断裂

体应变/TJ-2C

白云岩

江宁

118.89°N, 31.72°E

10

方山-小丹阳断裂

四分量应变/YRY-4

安山岩

高淳

119.01°N, 31.35°E

20

茅山断裂、南京-湖熟断裂

四分量应变/YRY-4

石灰岩

3 基于小波分析的震前地形变异常特征
体应变小波分析
体应变观测除了可清晰地记录到固体潮汐、地震波、震前异常等信息外，同时也记录到
了大气压力、地下水位、降雨、抽水等对地应变场的干扰。因此，对干扰信息的甄别是进行
数据分析和准备识别地震异常的前提和基础。而基于小波变换方法可以对形变资料中不同频
率的潮汐波信息进行有效的识别，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分离。
笔者选取六合台 2006—2007 年形变整点值的观测资料进行分析，所采用的观测数据连
续率超过 99%（个别缺数作了线性插值处理），M2 波潮汐因子相对误差小于 0.04，并可记录
到清晰的固体潮和远大震的地震波。表 2 是发生在六合台附近的 2 次地震事件，其中，安徽
定远 ML4.7 级地震前，六合台体应变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张-压性变换，从 7 月 2 日开始，体
应变变化量达 1088×10−8，日均变幅为 43×10−8；响水 ML4.0 级地震前，在 4 月 9 日六合台体
应变观测值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同时也呈现张-压性，体应变变化量为 1021×10−8，日
均变幅达 38×10−8，这明显打破了六合台体应变年正常变化的规律。在这 2 次地震发生前，
笔者均填写了临震预报卡。
3.1

表2
Table 2

2 次地震发生前六合台体应变异常特征

Anomalies characteristics of body strain at Liuhe Seismostation before the two earthquakes

发震时间（年-月-日）

发震时刻

北纬

东经

震级

参考震中

异常起始时间

2006-07-26

05:18

32°30'

117°36'

ML4.7

安徽定远△=120km

7月2日7时

2007-05-06

08:31

34°11'

119°39'

ML4.0

江苏响水△=196km

4月9日9时

图 2 是六合台体应变 2006—2007 年形变整点观测值采用 db4 小波分解的结果。从图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小波分解细节部分 1 阶是频率最高的部分，包含了突跳信息等；2—4 部分
出现了明显的潮汐现象；5—6 阶出现了除相应的频率的随机噪声外，还有缺数引起的干扰；
7—9 阶是频率最低的部分，可能包含有地震前兆信息。通过小波分解得到的不同频率细节部
分表明，在 2 次地震发生前，六合台体应变在 7—9 低频部分出现了明显的异常情况，这些异
常信号的周期在 24—30 天左右，持续时间在 1—2 个月之间，之后就发生了地震。对比发生
的 2 次地震可发现，安徽定远 ML4.7 级地震由于震级相对较大，且距离六合台较近，因而在
7—9 阶出现的异常信号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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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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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六合台体应变 2006—2007 年形变整点观测值小波分解结果细节部分

Detail parts of wavelet decomposition of body strain at Liuhe Seismostation in 2006—2007

多分量钻孔小波分析
多分量钻孔应变仪是直接测量地层应变变化的新型地球物理观测仪器，由于分量钻孔应
变仪观测数据比观测对象（平面应变 3 分量）多一路观测数据，构成联系 4 路观测量间的自
检条件：1 路+3 路＝2 路+4 路+任意常数，因此，观测数据的可靠性能得到很大的保证（邱
泽华等，2005）。
笔者对江宁台 2008—2009 年形变整点观测值资料采用 db4 小波细节部分进行 9 阶分解，
如图 3 和表 3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2008 年 7 月 6 日，句容与南京交界附近（Δ =41.7km）
发生了 ML3.6 级地震，在江宁台的多分量应变整点观测值小波分解第 9 层细节部分，在震前
1 个月左右出现了明显的异常信号。同时通过分析可发现，这种异常信号在 1 分向 NS 道、3
分向 NE 道和 4 分向 NW 道更加明显，并在震后 20 天左右，这种异常信号逐渐消失。同样，
笔者对 2009 年 11 月 13 日发生在江宁、句容交界的 ML3.4 级地震进行了小波分解，选用了
2009 年形变整点观测值进行处理分析后发现，从 2009 年 10 月 15 日开始，江宁台多分量应
变 1 分向 NS 道、2 分向 NE 道和 4 分向 NW 道监测到了明显的短临异常，持续时间在 30 天
左右。
3.2

表3
Table 3

2 次地震前江宁台多分量应变异常特征

Anomalies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component borehole at Jiangning
Seismostation before the two earthquakes

发震时间（年-月-日） 发震时刻

北纬

东经

震级

参考震中

异常起始时间

2008-07-06

18:43

32°08'

119°04'

ML3.6

江苏句容△=41.7km

6 月 4 日 14 时

2009-11-13

17:55

31°51'

118°59'

ML3.4

南京江宁、句容交界△=36.5km

10 月 15 日 8 时

高淳台四分量钻孔应变位于县城东 20km、茅山断裂带南端游子山脚下，在大地构造单
元上属于南京凹陷的边缘地带，为茅西断裂带所控制。自 2009 年 3 月完成四分量钻孔应变仪
的安装和调试以来，观测资料连续率和内精度都符合技术要求。
2012 年 7 月 20 日 20 时 11 分，在江苏高邮、宝应交界处（北纬 33.0°，东经 119.6°）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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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 M4.9 级地震，震源深度 5km。这是江苏省 20 多年来在陆地发生的最大一次地震，震中
距高淳台 240km。利用小波分析法并结合 Daubechies 正交小波，笔者对高淳台 2012 年形变
整点观测值进行了分解，图 4 是高淳台分量应变整点值小波分解第 9 层细节部分，从图中可
以看到，在高邮、宝应 M4.9 地震发生前一个多月，1 分向 NS 道和 2 分向 EW 道出现同步的
异常，3 分向 NE 道和 4 分向 NW 道的异常趋势一致，这些异常信号不仅频段相同，而且出
现的时间也基本一致；不同的是，距高淳台 60km 的江宁台分量应变在这次地震前 4 个测向
出现的异常特征保持一致，异常时间周期则基本同步（图 5）。这些变化可能反映了孕震过程
中局部应力的释放并与时间尺度上的微破裂有关。

（a）一分向 NS 道；
（b）二分向 EW 道；
（c）三分向 NE 道；
（d）四分向 NW 道

图3

2008—2009 年江宁台分量应变整点观测值小波分解第 9 层细节部分

Fig.3

Detail parts of wavelet decomposition at the 9th level of multi-component
borehole at Jiangning seismostation in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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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分向 NS 道；
（b）二分向 EW 道；
（c）三分向 NE 道；
（d）四分向 NW 道

图4
Fig.4

2012 年高淳台四分量应变整点观测值小波分解第 9 层细节部分

Detail parts of wavelet decomposition at the 7-9 level of multi-component
borehole at Gaochun seismostations in 2012

（a）一分向 NS 道；
（b）二分向 EW 道；
（c）三分向 NE 道；
（d）四分向 NW 道

图5

2012 年江宁台分量应变分量应变整点值小波分解第 9 层细节部分

Fig.5

Detail parts of wavelet decomposition at 9th level of multi-component
borehole at Jiangning seismostation 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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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与讨论

（1）在小波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利用 Daubechies 小波对南京地区数字化形变整点观测值
数据进行了信号处理分析，结果表明 db4 小波对于本区域地震异常信号的判别和分析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2）对不同地震同一定点应变的响应研究表明，六合台体应变异常信号出现在小波分解
7—9 阶，异常信号的周期在 24—30 天左右，持续时间在 1—2 个月之间，之后就发生了地震；
安徽定远 MS4.7 级地震异常信号较江苏响水 MS4.0 级地震明显，这表明震中距越小，震级越
大，异常信号越明显。江宁台分量应变的整点值第 9 阶小波分解表明，在 2 次地震发生前，4
个分向中至少有 3 个分向的分量出现了明显的异常情况，这种异常的周期通常在 20—30 天左
右。这一异常信号出现的原因可能包含了两种情况：一是从异常起始时间与震中距的对应关
系看，异常是由震源周围向外围扩散的过程；二是从异常信号出现的明显程度和时间不同看，
这反映了震源机制的不同，所以在各频段呈现出的异常信息也不相同。
（3）对同一地震（高邮宝应 M4.9）不同台站的对比研究表明，不同台站对同一地震的异
常信息响应的频率和时间基本一致，但异常幅度并不相同；距离震中近的江宁台在震前 4 个
分量出现的异常幅度基本保持一致，而距震中相对较远的高淳台则出现 1、2 分向和 3、4 分
向一致的现象；但相同的是 4 个分向在震前的异常周期均为 20—30 天。
综上所述，应用 Daubechies 小波法提取地震异常具有明显的优势。对南京地区 2006 年
以来震中距在 300km 范围内发生的几次地震的分析表明，经重构后的小波信号，在细节部分
可以看到干扰被处理的很好，可得到非常理想的曲线；同时，随着分离层数的增加，高频信
息所包含的干扰均能够被剔除掉，使得固体潮信号随时间尺度的变化趋势更加明显和直观。
经 Daubechies 小波分解后的体应变、四分量应变仪等数字化形变信号，在震前均呈现出了中
期、短期和临震异常特征，这对未来周边地区地震三要素的中期、短期和临震异常判定都具
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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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he Earthquakes at the Nanjing Region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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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wavelet analysis and the time-frequency analysis method are applied. The authors

expound a method for extracting high or low-frequency information from original recording signals and selection of
wavelet. And the authors applied the method to extract anomalies of the hourly digital data of deformation before
earthquakes in the Nanjing region from 2006 to 2012. The study shows that digital signals of deformation anomalies
appear for a period of 24-30 days before earthquakes at the Liuhe seismostations, with the duration for about 1 to 2
months. The 9th level wavelet decomposition of Jiangning seismostation shows that the multi-component borehole
strainmenter appear anomalies in at least three-component and the cycle is usually 20 to 30 days. These signals may
be earthquake precur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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