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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场数据小子域滤波法处理效果对比与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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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磁位场数据处理解释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推断地质体的边界位置，而通过对重磁位场数据进行一定方法滤波处理
后的相关图件可直观显示地质体的边界。小子域滤波法是众多滤波方法中的一种，前人利用小子域滤波法识别地质体边界位
置有较多的研究，目前已有 10 种类型的小子域滤波法，但是鲜有对 10 种方法滤波效果的系统研究，给使用者带来诸多不便。
因此，设计 2 组理论模型对比了 10 种方法的处理效果，并根据试验分析优选了最佳的滤波参数。理论模型与实际资料处理结
果表明，滑动形子域滤波法对地质体边界增强的效果最好，且滤波窗口选择 5×5 数据点、迭代 1 次即可；对称形子域滤波法在
滤除随机噪声的同时能够较好的保持原始异常场的梯度变化特征，
滤波窗口选择 5×5 数据点、
迭代 2 次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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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edge location of the geological bod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in the process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gravity and magnetic potential field data. The results of relevant map can show the geological body’s edge location directly by means
of filtering processing with the gravity and magnetic potential field data. Small subdomain filtering is one of the filtering methods, and
it has been used by many researchers to recognize the edge location of the geological body . There are 10 kinds of small subdomain
filtering methods at present; however, rare studies have analyzed the filtering effect about those methods systematically, and this brings
much inconvenience to users. Therefore, the authors designed 2 theoretical models to compare their filtering results and then selected
the optimal filtering parameters. The results of theoretical model and field data show that the moving shape small subdomain filtering
method has the best effect on enhancing the edge location of the geological body, and the filtering window chooses 5×5 points and 1
iteration. The symmetrical shape small subdomain filtering method can preserve the main gradient direction when filtering the ran⁃
dom noise, and the filtering window chooses 5×5 points and 2 iterations.
Key words: potential field data; small subdomain filtering; effect comparison; filtering parameter

重磁异常是地下物质密度和磁性不均匀分布
[1]

之前，需要对重磁位场数据进行滤波处理，以便从

的综合反映 ，在研究地质目标体的横向不均匀性，

综合的异常数据中提取能够突出目标体的异常。

特别是地质目标体边缘位置时，重磁位场有其独特

但传统的滤波方法会模糊异常之间的界限，降低异

[2]

的优势 。利用重磁位场研究推断地质体边界位置

常分辨率 [1]，为此，杨高印 [1] 提出一种非线性滤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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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小子域滤波法，该方法在进行低通滤波的同

子域滤波法 [15]、Nagao-Matsuyama 形子域滤波法 [15]、

时，能以较高的分辨率保留异常中的区域特征；严

对称形子域滤波法 [4]，
“ 田”字形子域滤波法 [8]、
“ 十”

良俊等 称其为梯级带滤波增强技术；马涛等 对

字形子域滤波法 [10]、
“ ×”字形子域滤波法 [10]、平行四

其改进并称之为网格数据保持梯度滤波法；张凤

边形子域滤波法 [9]、滑动形子域滤波法 [11]、五六边形

旭等 [5-7] 利用小子域滤波法分别检测 3 个方向偏移

子域滤波法[12]。

处理结果中的梯级带，称为三方向小子域滤波法；

2

[3]

[4]

肖锋等 [8]、蒋甫玉等 [9]、马国庆等 [10]、段晓旭 [11]、蔡钟

模型试验及效果分析
为更好地显示 10 种小子域滤波方法的处理效

等[12]均对小子域滤波法的子域划分方式进行了改进，
[14]

使其滤波输出更合理、
稳定。夏玲燕等 、
许海红等

果，设计 A 和 B 两组模型，以 5×5 数据点窗口为例分

提出小子域滤波与 Tilt 梯度或总水平导数联合处理

别采用上述 10 种方法对 2 组模型的理论重力异常

的方法，
取得了良好的边界识别效果。

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成图对比。模型 A、B 参数

[13]

根据前人资料，
小子域滤波法自提出以来，
一直
有学者对该方法进行改进及应用研究，但对于改进

见表 1，
模型分布情况及其理论重力异常见图 1。
2.1

模型 A 重力异常及其处理结果

后应用效果的系统整理和对比研究较少，这给使用

如图 1-a 所示，模型 A 由 3 个地质体 A1、A2、A3

者带来诸多不便。本文以 5×5 数据点窗口为例，采

组成，三者均为立方体且平面间距相同，但埋深不

用小子域滤波法已有的 10 种类型分别对 2 组理论模

同（表 1）。图 1-b 为模型 A 的重力异常平面图，成

型的正演重力异常数据进行处理，对比分析 10 种类

图 采 用 的 网 格 间 距 为 80m × 80m，等 值 线 间 距 为

型滤波处理的效果，
讨论滤波窗口、
迭代次数等参数

0.8mgal。由图 1-b 可见，模型 A 的重力异常呈南北

对小子域滤波处理结果的影响，根据试验分析优选

向对称分布，其中 A1 地质体的异常幅值最大，A2 次

出滤波效果最佳的子域划分方式及滤波参数组合，

之，A3 最小，即由西向东异常幅值逐渐减小，且地质

并用于实际资料中，
获得了较好的地质效果。

体的边界位置在图 1-b 中不易直接识别，为此，采用

1

前述 10 种方法对模型 A 的重力异常进行处理，分别

小子域滤波法分类

得到 10 种处理结果（图 2）。

小子域滤波法是基于滑动平均法原理进行改
[1]

进的 。它是将一个给定窗口分解成位于中心点不
[1]

同侧面的子域 ，通过对各个“子域”进行计算，采用
[1]

[10]

由图 2 可见，与图 1-b 相比，
“米”字形子域滤波
结果将地质体 A1、A2、A3 的边界异常形态不同程度
得到加强（图 2-a），但该方法对地质体拐角边界位

均方差 或水平导数值 判别比较，并根据判别结果

置的反映失真，各地质体的拐角向地质体中心方向

将均方差或水平导数值最小者对应的子域的异常

发生变形，且随着地质体埋深不断增大，这种变形

平均值记为给定窗口中心点的滤波输出值，依次类

程度逐渐加大。Tomita-Tsuji 形子域滤波处理后

推完成的滤波过程。根据“窗口”划分方式及“子

A1、A2、A3 地质体的边界形态均得到加强（图 2-b），

域”
的形状，
将目前使用的小子域滤波方法分为以下

且该方法对拐角位置的刻画较准确。Nagao-Mat⁃

10 种类型：
“米”字形子域滤波法 、Tomita-Tsuji 形

suyama 形子域滤波处理后也将地质体 A1、A2、A3

[1,3]

表 1 理论模型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模型编号 地质体编号

A

B

x，y 角点坐标/m

顶面埋深/m 底面埋深/m 密度差/(g· cm-3)

A1

（3000，9000）（
; 5000，9000）（
; 5000，
11000）（
; 3000，11000）

100

2100

0.7

A2

（9000，9000）（
; 11000，9000）（
; 11000，11000）（
; 9000，11000）

500

2500

0.7

A3

（15000，9000）（
; 17000，9000）（
; 17000，11000）（
; 15000，11000）

1100

3100

0.7

B1

（7125，7485）（
; 8050，7485）（
; 8050，8415）（
; 7125，8415）

100

200

0.7

B2

（3855，
3640）（
; 1960，2640）（
; 5160，855）（
; 6250，1320）

400

1000

0.7

B3

（1425，7292）（
; 1425，5278）（
; 3554，5278）（
; 2986，6920）

600

1000

0.7

200

400

0.7

B4

（0，8750）（
; 3100，8150）（
; 5800，4150）（
; 10000，
2733）;
（10000，3200）（
; 6150，4500）（
; 3450，8500）（
; 0，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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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模型 AB 及其理论重力异常（参考文献[9]修改）
Fig. 1 The model of AB and its theoretical gravity anomalies
a—模型 A 及其分布；
b—模型 A 理论重力异常；
c—模型 B 及其分布；
d—模型 B 理论重力异常

的边界特征增强（图 2-c），但该方法处理结果与

（图 2-h）。滑动形子域滤波法（图 2-i）与“田”字

“米”字形子域滤波处理结果类似，存在对地质体

形子域滤波法（图 2-e）处理结果相近，在增强地质

拐角边界位置刻画失真的问题，只是该方法处理

体边界形态的同时对拐角边界的刻画也较准确。

后各地质体拐角向外部发生变形。对称形子域滤

五六边形子域滤波法（图 2-j）与 Nagao-Matsuyama

波处理结果（图 2-d）与图 1-b 相比，地质体边界未

形子域滤波（图 2-c）处理结果相似，虽然增强了地

见明显增强或变化。
“ 田”字形子域滤波结果将地

质体边界特征，但是也存在对地质体拐角边界位

质体边界增强（图 2-e），且对地质体拐角边界位置

置刻画失真的问题。

的刻画准确，克服了“米”字形和 Nagao-Matsuyama

2.2

模型 B 重力异常及其处理结果

形子域滤波法的缺点，对地质体边界形态增强的

为进一步探讨各种方法在不同边界延伸方向

整体效果较明确。
“ ＋”字形（图 2-f）和“×”字形（图

地质体中的处理效果，设计了模型 B，如图 1-c 所

2-g）处理结果虽然也使地质体边界形态加强，且

示，模型 B 为 B1、B2、B3 和 B4 四个地质体叠加成的

拐角边界没有发生明显的失真变形，但其边界的

一个组合模型。该模型中，4 个地质体的形状大小

锐化程度不佳，如图 2-f 中 A2 地质体边界形态不

和埋深各不相同，其中 B1 和 B4 地质体埋深较小，B2

及图 2-e 中 A2 地质体处理结果，且由图 2-f 和图

和 B3 地质体埋深较大（表 1），模型 B 引起的重力异

2-g 可见，
“ ×”字形子域滤波的边界锐化效果不及

常 如 图 1- d 所 示 ，成 图 采 用 的 网 格 间 距 为 50m ×

“十”字形子域滤波的结果。平行四边形子域滤波

50m，等值线间距为 0.2mgal。由图 1-d 可以看出，

法对地质体边界形态的增强作用较明显，但是也

B1、B4 地质体引起的重力异常幅值较小，B2、B3 地

存在对地质体拐角边界位置刻画失真变形的问题

质体引起的重力异常幅值较大，且 B3 与 B4 地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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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模型 A 重力异常的小子域滤波处理结果
Fig. 2 Results of model A by use of small subdomain filtering

邻近，它们引起的重力异常叠加，各地质体边界位

不够精准，且地质体拐角边界向外变形。对称形子

置在图 1-d 中不易确定。

域滤波处理后（图 3-d），重力异常形态未见明显变

图 3 为模型 B 重力异常的小子域滤波处理结

化。
“田”字形子域滤波处理后，4 个地质体边界特征

果，与图 1-d 相比，
“米”字形子域滤波处理结果（图

都得到增强（图 3-e），且该方法处理结果对地质体

3-a）使各地质体边界特征得到增强，其中 B4 地质体

拐角的刻画较准确。
“ 十”字形子域滤波处理后（图

边界增强效果最佳，B1、B3 地质体均在拐角位置发

3-f）各地质体边界特征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但对

生变形，B2 地质体仅有局部边界变形。Tomita-

地质体边界的锐化程度和平面位置反映的准确程

Tsuji 形子域滤波法处理后各地质体的边界特征均

度不够精确。由“×”字形子域滤波法处理结果（图

得到增强（图 3-b），且地质体拐角位置形态未发生

3-g）可见，地质体边界特征未得到明显增强，且地

失真。Nagao-Matsuyama 形子域滤波处理结果（图

质体异常局部存在变形。平行四边形子域滤波处

3-c）使 B1、B4 地质体边界增强效果明显，B2、B3 地

理后各地质体边界均不同程度得到增强（图 3-h），

质体边界有一定程度的增强，但对边界位置的刻画

但 B2、B3 地质体拐角局部变形失真较明显。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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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模型 B 重力异常的小子域滤波处理结果
Fig. 3 Results of model B by use of small subdomain filtering

形子域滤波处理结果（图 3-i）与“田”字形子域滤波

地质体边界特征增强，但是也存在对 B2、B3 地质体

法处理结果（图 3-e）基本一致，各地质体边界特征

拐角边界位置刻画失真的问题。

均得到增强，且地质体拐角位置未发生变形失真。

由模型 A、B 重力异常小子域滤波 5×5 数据点

五六边形子域滤波法（图 3-j）与 Nagao-Matsuyama

窗口处理结果对比可见，
“米”字形子域滤波法与平

形子域滤波（图 3-c）处理结果相似，虽然将 B1、B4

行四边形子域滤波法处理结果相似，其处理结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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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体边界异常得到增强，但地质体拐角位置发生

果（图 2-d、图 3-d）与模型的原始异常形态异常特

了 变 形 失 真 。 Nagao- Matsuyama 形 子 域 滤 波 法 、

征等（图 1-b、d）无明显变化，为了进一步查明对称

“十”字形子域滤波法、
“×”字形子域滤波法、五六边

形子域滤波法的滤波效果，采用变化滤波窗口及迭

形子域滤波法处理结果类似，这 4 种方法处理后地

代次数等参数对模型 B 的重力异常进行处理比较

质体边界增强作用不强或会出现异常边界局部模

（图 4）。由图 4 及图 3-d 可见，随着滤波窗口的增

糊变形的现象。Tomita-Tsuji 形子域滤波法、田字

大，模型 B 重力异常的增强效果（图 4-a、b）未见有

形子域滤波法和滑动形子域滤波法的处理效果相

明显改善；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其处理结果（图 4-

当，这 3 种方法对地质体边界增强和拐角位置的刻

c、d）也没有显著的变化，且 B1、B2 地质体的异常等

画作用均较好。

值线有向中心变形的现象。

3
3.1

由上述试验可知，对称形子域滤波法在地质体

滤波参数对比试验

边界异常增强方面效果不明显。根据马涛等[4]的研

对称形子域滤波法参数试验

究，在对各种观测的地球物理场数据进行滤波处理

根据 5×5 数据点窗口滤波处理结果可知，对称

的过程中，常需要既保持原始场的正常变化梯度，

形子域滤波法对模型 A、B 理论重力异常的处理结

又要能够消除随机噪声干扰。为此，对模型 B 重力

图 4 不同滤波窗口、迭代次数对称形子域滤波法对模型 B 重力异常的处理结果
Fig. 4 Results of model B by use of symmetrical shape small subdomain filtering
a—9×9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1 次；b—13×13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1 次；
c—9×9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2 次；
d—13×13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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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图 1-d）加入异常数值 5%大小的随机噪声，然

的随机噪声不仅得到进一步的滤除，而且数据变化

后采用 5×5 数据点窗口对称形子域滤波法对其进行

趋势可以较清晰地分辨并与原始重力异常场（图 1-

滤波处理（图 5）。由图 5 可见，对模型 B 重力异常

d）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各地质体引起的异常

（图 1-d）添加噪声后（图 5-a），模型 B 中 B1、B2、B3、

等值线形态没有发生变形或失真的现象。为深入

B4 地质体异常边界特征被淹没，几乎不可辨认，由

讨论滤波窗口和迭代次数的影响情况，采用不同

对称形子域滤波进行 1 次滤波处理后（图 5-b），大

的处理参数（9×9、13×13 数据点窗口，迭代 1 次、迭

部分随机噪声被滤除掉，在 1 次滤波处理的基础上

代 2 次等）对模型 B 含噪重力异常进行处理（图 6），

再进行 1 次滤波处理，得到对称形子域 2 次滤波处

由图 6 及图 5-b、图 5-c 可见，随着滤波窗口和迭

理结果（图 5-c），相比 1 次滤波处理结果，图 5-b 中

代次数的增加，其滤波去噪效果未见明显提升，且

图 5 模型 B 含噪重力异常及对称形子域滤波法处理结果
Fig. 5 Gravity anomaly of model B with noise and results by use of
symmetrical shape small subdomain filtering
a—对模型 B 重力异常加入异常数值 5%的随机噪声后的异常图；
b—对称形子域滤波法对图 5-a
进行 1 次处理的结果；
c—对称形子域滤波法对图 5-a 进行 2 次处理的结果；
d—对称形子域滤波法对图 5-a 进行 3 次处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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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窗口和迭代次数太大时处理结果会出现变形失

知，
“米”字形子域滤波法、Nagao-Matsuyama 形子域

真的现象，
如图 6-b、
图 6-d 中 B2 地质体异常向中心

滤波法、
“十”字形子域滤波法、
“×”
字形子域滤波法、

位置发生变形
“偏心”
现象。通过对各种滤波参数处

平行四边形子域滤波法、
五六边形子域滤波法 6 种方

理结果的对比，
结合对称形子域2 次（图5-c）、
3 次（图

法处理结果使地质体边界异常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强，

5-d）滤波处理结果可得，
采用 5×5 数据点滤波窗口，

但也使地质体拐角位置发生了变形失真，
或出现局部

进行 2 次迭代处理的对称形子域滤波处理结果即可

异常边界模糊变形或发散的现象；
而 Tomita-Tsuji 形

达到处理目的，
即能够在滤除随机噪声干扰的同时较

子域滤波法、
“田”
字形子域滤波法和滑动形子域滤波

好地保持原始场的正常变化梯度特征。

法3种方法对地质体边界增强和拐角位置的刻画作用

3.2

其他类型子域滤波参数试验

均较好，
因此选择这 3 种类型的子域滤波方法深入探

由 5×5 数据点窗口滤波处理结果（图 2、图 3）可

究滤波参数对处理效果的影响。首先，
变化滤波窗口

图 6 不同滤波窗口、迭代次数对称形子域滤波法对模型 B 含噪重力异常的处理结果
Fig. 6 Results of noised model B by use of symmetrical shape small subdomain
filtering with different filter windows and different iterations
a—9×9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1 次；b—13×13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1 次；
c—9×9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2 次；
d—13×13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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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9×9 和 13×13 为例）对模型 B 重力异常（图 1-d）

当滤波效果达不到预期目的时可以通过增加迭代

进行处理，由处理结果（图 3、图 7）可见，随着滤波窗

次数进一步增强效果[11]。根据上述不同滤波窗口的

口的增大，这 3 种方法对地质体异常边界的压缩程

试验结果，在此选择 5×5 数据点窗口，变化迭代次数

度逐渐增强，但是当窗口增加到一定尺寸时，增强

对模型 B 重力异常进行处理，由处理结果（图 3、图

效果不再有明显改善，且大窗口的处理结果会使异

8）可见，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各地质体边界异常

常等值线失真变形（图 7 中 B2、B3 地质体异常边

等值线越来越密集，迭代次数越多效果越明显，但

界），窗口越大变形情况越明显，相比而言，Tomita-

同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失真 [11]，且迭代次数越多失

Tsuji 形子域滤波结果变形最大（图 7-b）、
“田”字形

真情况越严重（如图 8 中 B2、B3 地质体边界异常特

子域滤波结果变形中等（图 7-d）、滑动形子域滤波

征尤为明显）。

结果变形最小（图 7-f）。由图 7-a、图 7-c、图 7-e 与

依据重力异常研究或推断地质构造和地质体

图 3-b、图 3-e 和图 3-i 对比可见，9×9 数据点窗口

边界，即对异常的解释一般是从“读图”或异常识别

比 5×5 数据点窗口滤波处理结果对地质体边界异常

开始的 [16]，因而对于处理结果中出现的异常等值线

有一定的增强，但是增强效果不明显，且大窗口滤

失真或变形会影响解释精度，另一方面当这种失真

波处理结果存在使异常等值线产生失真变形的情

变形较严重时甚至会误导异常的解释结果。由图

况，
因此选择 5×5 数据点滤波处理窗口即可。

8、图 3 对比可见，迭代次数越多，对地质体边界异常

迭代次数也是影响滤波处理效果的一个因素，

的增强效果越明显，但同时会产生异常等值线失真

图 7 不同滤波窗口 3 种类型小子域滤波法对模型 B 重力异常的处理结果
Fig. 7 Results of model B by use of 3 different shapes of small subdomain
filtering with different filter windows
a—Tomita-Tsuji 形子域 9×9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1 次；b—Tomita-Tsuji 形子域 13×13 数据点滤波窗口、
迭代 1 次；c—
“田”字形子域 9×9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1 次；d—
“田”字形子域 13×13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1 次；
e—滑动形子域 9×9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1 次；
f—滑动形子域 13×13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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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的情况；再由图 3 与图 1-d 对比可知，迭代 1 次

凹陷构造的反映，为查明该区断裂体系，落实地质

的处理结果能够将地质体的边界异常得到增强，可

体构造边界位置，采用小子域滤波法对布格重力异

以较清晰地反映出异常特征且没有出现明显的失

常进行处理；选择 5×5 数据点窗口，首先，采用对称

真或变形，
因此迭代次数选择 1 次即可。

形子域滤波法对布格重力异常（图 9-a）进行 2 次迭

4

代处理，根据处理结果（图 9-b）可见，原始布格重力

应用实例

异常中的随机噪声干扰基本被消除，异常等值线更

模型 A、
B重力异常的处理对比结果表明，
小子域

加光滑，
且图 9-b 较好地保持了原始重力异常场的变

滤波法在位场数据处理中有明确的有效性：
一方面，

化特征。然后使用滑动形子域滤波法对图 9-b 进行

经过对称形子域滤波法的 2 次迭代处理后，
原始异常

处理（1次迭代），
与原始布格重力异常相比，
滑动形子

中的随机噪声干扰基本可以被滤除掉，
而且原始场的

域滤波法使区内重力高异常与重力低异常之间的界

正常梯度变化特征保持不变；
另一方面，
因滑动形子

线得到增强、重力异常梯级带得到压缩（图 9-c），地

域滤波的子域划分方式更合理，
其处理结果对地质体

质构造的边界位置更明显。最后，
求取滑动形子域滤

边界位置的刻画程度更准确。下面以SH区块重力异

波法处理结果（图 9-c）的总水平导数，
并以伪彩色图

常为例说明小子域滤波法在资料处理中的实用性。

像显示其结果（图 9-d），由图 9-d 可见，小子域滤波

图 9-a 为 SH 区块布格重力异常，根据地质资料

法与总水平导数联合处理后，
将地质体界线异常等值

可知，该区重力高异常和重力低异常分别是凸起和

线转换为重力异常极大值连线，
与重力异常平面等值

图 8 不同迭代次数 3 种类型子域滤波法对模型 B 重力异常的处理结果
Fig. 8 Results of model B by use of 3 different shapes of small
subdomain filtering with different iterations
a—Tomita-Tsuji 形子域 5×5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2 次；
b—Tomita-Tsuji 形子域 5×5 数据点滤波窗口、
迭代 3 次；
c—
“田”字形子域 5×5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2 次；
d—
“田”字形子域 5×5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3 次；
e—滑动形子域 5×5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2 次；f—滑动形子域 5×5 数据点滤波窗口、迭代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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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图相比，
伪彩色图像显示的方法更形象、
更直观地

高低阻过渡带推测了该剖面的主要断裂，与图 10-a

表达了研究区的断裂格局及构造界线位置。

对比，可以确定该 2 条断裂即为 F1、F2 断裂，重力和

根据小子域滤波及与总水平导数的联合处理，
刻画了 SH 区块平面断裂位置，推测了 SH 区块平面
断裂体系的基本构造格架（图 10-a）。由图 10-a 可
见，该区断裂较发育，其中 6 条主要断裂是控制凸起

地震、电法资料解释结果一致。

5

结

论

（1）理论模型和实际资料处理结果表明，
“ 米”

和凹陷构造的边界断裂，次级断裂若干且其控制了

字形子域滤波法与平行四边形子域滤波法使地质

凸起/凹陷构造内部的局部构造。为了验证 SH 区

体边界得到增强，但地质体拐角位置会发生变形失

块断裂解释结果的有效性，收集了该区完成的 2 条

真。Nagao-Matsuyama 形子域滤波法、
“ 十”字形子

地震剖面和 1 条电法剖面进行对比分析，剖面位置

域滤波法、
“ ×”字形子域滤波法和五六边形子域滤

见图 10-a。图 10-b 是 A-A′地震剖面及其确定的

波法处理后地质体边界增强作用不明显，且会出现

断裂，该剖面在图 10-a 中与 F3、F4 断裂相交，通过对

异常边界局部模糊变形的现象。Tomita-Tsuji 形子

比地震剖面中断裂的产状，以及这 2 条断裂在重力

域滤波法、
“田”字形子域滤波法和滑动形子域滤波

异常中的位置，可以确认 A-A′地震剖面解释的 2 条

法对地质体边界增强和拐角位置的刻画作用均较

断裂，即为图 10-a 中划分的 F3、F4 断裂，它们是控制

好，其中，滑动形子域滤波法增强效果最好。

该区中央凹陷的边界断裂。图 10-c 是 B-B′地震剖

（2）根据滤波法参数对比试验可见，对称形子

面及确定的断裂，在图 10-a 中与 F3、F4 断裂相交，该

域滤波法的处理效果主要体现在，能够滤除随机噪

剖面与 A-A′剖面类似，通过对比可见，该剖面确定

声的同时较好地保持了原始异常场的梯度变化特

的 2 条断裂即为重力资料推断的 F3、
F4 断裂。图 10-d

征，滤波窗口选择 5×5 数据点，迭代次数选择 2 次较

是 C′-C 电阻率断面图，由断面图可见该剖面上存

好；滑动形子域滤波主要表现在对地质体边界异常

在明显的电性差异，根据电阻率等值线密集的垂向

的增强、锐化等方面，这种情况下滤波窗口选择 5×5

图 9 SH 区块重力异常及小子域滤波法处理结果
Fig. 9 Gravity anomaly of block SH and the results by use of small subdomain filtering
a—SH 区块布格重力异常；b—对称形子域滤波法对图 9-a 进行 2 次迭代处理的结果；
c—滑动形子域滤波法对图 9-b 处理的结果；
d—对图 9-c 求取总水平导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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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SH 区块断裂体系及利用地震、电法剖面确定的断裂
Fig. 10 Fault structures of block SH and the evidence by seismic and electrical sections
a—断裂平面分布；b—A-A′地震剖面；
c—B-B′地震剖面；
d—C′-C 电法视电阻率剖面

数据点，迭代次数选择 1 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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