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古及邻区重磁异常的小波多尺度分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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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蒙古位于中亚造山带中部，是认识中亚造山带构造演化的关键区域. 基于 SGG-UGM-1重力场模型

和 EMAG2磁场模型，分析蒙古及周边地区的重力异常和磁异常的空间展布特征. 文章对重磁异常场进行二

维小波多尺度分析，并利用功率谱分析方法得出小波逼近和细节信号的等效源深度. 结果显示：蒙古及邻区

的重磁异常特征与该区的地质构造吻合，反映了蒙古弧形构造特征；重磁异常的小波多尺度分析结果揭示了

断裂带异常可能是由于壳幔深部物质沿断裂隙上涌导致的密度和磁性的变化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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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造山带位于古亚洲洋闭合带，是世界上最

大的古生代造山带之一，其现今的构造运动较为活

跃. 蒙古及周边地区位于中亚造山带的中部，北邻

西伯利亚克拉通，南接华北克拉通和塔里木克拉通[1].
在太平洋板块、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相互碰撞

挤压作用下，该区域形成了独特的地质构造，西部

为 NW−SE走向，东部为 EW走向，整体上表现为

弧形构造. 重磁异常是由地壳内部物质密度和磁性

的差异产生. 由于地壳物质磁化和密度特性及其构

造演化的差异，它们携带着地壳物质成分和构造分

布的大量信息. 因此，研究蒙古及周边地区的重磁

异常特征，探讨重磁异常揭示的地质构造，对认识

该地区地壳深部构造及不同块体之间的运动关系

有重要意义.
蒙古及周边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征是地球物理

学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分别利用不同地球

物理资料（地质学、地震学、重力学等）进行了研

究 . 陈斌等 [2] 根据实测数据研究了蒙古小范围地

区的磁异常分布；李莎等 [3] 根据 NGDC模型初步

分析了磁异常的展布特征；陈石等[4] 利用重力模型

初步分析了该地区的重力异常特征；黎哲君等 [5]

根据实测数据研究了蒙古地区中轴构造带附近

一条剖面的重力特征. 此外，何静等[6] 利用接收函

数、GPS等技术对蒙古地区的壳幔结构进行了研

究. 这些研究大多数采用单一物理场的资料. 然而，

由于反演结果的不唯一性，基于单一物理场资料来

认识蒙古及周边地区的地质构造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重磁异常是地球内部不同深度场源所产生重

磁场的综合反映. 要想获得构造在不同深度上的空

间位置和展布特征，必须对重磁异常数据进行一定

的处理和转换，实现场源的有效分离，再对其进行

深入的分析和研究[7]. 小波多尺度分析方法，可以

将重磁异常分解到不同的尺度空间中，并且尺度的

大小决定了异常所反映的地质体规模和埋深情况.
该方法在重磁异常的解释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8-12]. 蒙古及周边地区具有特殊和复杂的地质构

造背景，需要利用高精度的重磁位场数据来认识其

不同深度的构造特征. 然而，该区域的重磁异常小

波多尺度分析的研究鲜有报道.
本文根据高阶重力场模型 SGG-UGM-1和磁

场模型 EMAG2研究了该地区的自由空气重力异

常、布格重力异常和磁异常的空间展布. 为了研究

地壳不同深度场源产生的重磁异常特征，利用小波

多尺度分析方法对重磁异常进行分解，探讨了重磁

异常信息揭示的地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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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造背景

蒙古及其周边地区（80°～130°E，40°～60°N）处

于华北克拉通、塔里木克拉通和西伯利亚克拉通

之间，呈现向南凸起的弧形构造带的地形特征（图 1）.
这一特殊的构造特征与印度−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

块相互挤压碰撞有关 [13]. 由于三大板块的相互挤

压碰撞，该地区构造活动较为活跃，产生许多大型

断裂带. 主要断裂带有：贝加尔断裂、Bolnal断裂、

蒙古鄂霍次克海缝合线、蒙古主构造线、宗巴彦断

层、索伦缝合线和阿尔泰断裂. 研究区约以 105°E
为界，分为东西构造作用截然不同的块体[4]. 西部

块体包括阿尔泰山、杭爱高原和天山在印度和欧

亚板块的作用下长期发生着持续的构造变形活动，

体现在地表巨型高原的隆起和大型活动走滑断层

的出现. 西部块体包含了萨彦地块、阿尔泰地块、

阿拉善地块、准噶尔地块和塔里木地块. 东部块体

受到太平洋板块俯冲消减作用的影响，发育成较为

平缓的兴安-东蒙地块和华北平原地区.
特殊构造环境，使得该地区壳结构复杂，地震

活动频繁. 根据 ISC-GEM给出的地震目录，图 1标

出了 1900年以来研究区 5级及以上地震分布. 大
多数地震都分布在研究区西部，且多分布在地块边

缘，主要在西伯利亚地台南缘、萨彦地块中部、准

噶尔地块和塔里木地块的交界处等. 其中，6级以

上的地震位于杭爱高原北侧近东西走向的 Bolnal

断裂带附近和蒙古主构造线、天山山脉和阿尔泰

断裂附近. 地震活动是构造运动的一种重要的表现

形式，不但对现今的地形地貌产生重要的改变，而

且也会引起壳内物质的移动或重新分布[4].
分析蒙古及周边地区的重磁异常的空间展布

以及重磁异常的各阶小波的细节和逼近场特征，将

加深对该区域的地质构造和演化的认识.

2    数据和方法

重力数据由全球重力场模型 SGG-UGM-1得

到，SGG-UGM-1模型是由梁伟等 [14] 于 2018年建

立的，包含了 EGM2008和 GOCE卫星中的 SGG
和 SST数据，阶数高达 2 159阶，模型的精度为

5′×5′. 由 SGG-UGM-1模型我们可以计算研究区的

自由空气异常和布格重力异常. 其原理如下.
根据扰动位的一阶偏导数公式，自由空气重力

异常可以表达如下[15]：

∆g自由 (r, θ,λ)=
GM

r

N∑
n=2

n∑
m=0

(n−1)
(a

r

)n
(∆C̄m

n cosmλ+

∆S̄ m
n sinmλ)Pnm (cosθ) , (1)

λ

其中，G为地心引力常数，M为地球质量，N为模型

最高阶数，GM=3.986 004 415×1014m3·s−2；a为椭球

长半径，取值为 6 378 136.3 m；r为地心距，取值为

6  378  136.3  m； θ和    分别为地理余纬和经度；

 
地形数据来自于 ETOPO1 NGDC(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 地震目录来源：http://www.isc.ac.uk/iscgem/. 修改于陈石等[4]. 黑色实线为主要

活动构造位置；红色虚线为研究区中活动地块的边界；红色圆圈为地震震中位置；XDB—兴安-东蒙地块，SYB 为萨彦地块，AETB 为

阿尔泰地块，ALSB 为阿拉善地块，ZGRB 为准噶尔地块，TLMB 为塔里木地块. F1 为贝加尔断裂，F2 为 Bolnal 断裂，F3 为蒙古鄂霍次

克海缝合线，F4 为蒙古主构造线，F5 为宗巴彦断层，F6 为索伦缝合线，F7 为阿尔泰断裂.

图 1    蒙古及邻区地形和主要构造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topography and major structures in Mongolia and adjac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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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m ∆S̄ nm，  为重力位系数减去正常重力位系数的

剩余部分（单位：m GaL），由 SGG-UGM-1模型计算

得出；Pnm 为勒让德函数. 图 2（a）为研究区的自由

空气重力异常分布.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包含了地表起伏的影响，对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进行中间层校正和地形校正，消

除由于测点高度和局部地形产生的影响，得到的布

格重力异常能够更好地反映地下深部的构造情况.
对自由空气重力异常进行层间校正（∆2g）和地形校

正（∆3g）得到布格重力异常（∆g布）的公式分别

如下[16]：

∆2g = −2πGρH = −0.1119H, (2)

∆3g =Gρ∆x∆y
∑

i

∑
j

ci j

ri j
{1− [1+ (

hi j

ri j
)2]−

1
2 }, (3)

∆g布 = ∆g自由+∆2g+∆3g, (4)

其中∆x、∆y为节点网格距；rij 为测点至节点的距

离，本文根据实际数据，选取 i， j取值范围均为

0～21；ρ为岩石密度，取值为 2.67 g/cm3；cij 为数值

积分系数. 对于改正区内部的点，cij 为 1；对于改正

区边缘上的点（包括内边缘和外边缘），cij 为 0.5；改
正区的外顶点，cij 为 0.25；改正区的内顶点，cij 为
0.75. 图 2（b）为研究区的布格重力异常分布.

磁异常数据从 NOAA发布的 EMAG2-V3网格

数据模型中提取而来，数据分辨率为 2弧分 (Maus,
2009). 此模型由卫星、海洋和航空磁测数据共同编

译而成，精度为 2′×2′. 先前的 EMAG2依赖于已知

的或理想化的当地地质将异常插入到不存在数据

的区域，而 EMAG2仅依赖于可用的数据 . 因此，

EMAG2 更好地表示了这些异常的复杂性，并准确

地反映了未收集到数据的区域. 该模型数据在准噶

尔地块、塔里木地块交界处和阿尔泰断裂东缘区

域存在数据缺失，缺失部分根据 NGDC-720磁场模

型计算补充.
化极是磁异常处理解释的一项基础工作，它将

地磁场倾斜磁化下观测到某方向的磁异常分量，转

换成垂直磁化下的磁异常垂直分量，从而消除倾斜

磁化造成磁异常的复杂性，使磁异常处理解释相对

简单化. 化极原理公式如下：

A′ (u,v) =
A (u,v)

(sinθ+ icosθsin(∅+α) )2 , (5)

∅ √
−1 α = tg−1 (v/u)

其中，θ和   分别是磁化方向的倾角和偏角，根据

IGRF12模型计算得出. i= ， ，u和 v

分别是 x和 y方向的圆频率. 图 3（b）为磁异常的化

极结果.

3    重磁异常特征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分布与该区的地形有很强

的对应关系（图 2（a）和图 1）.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整

体上呈现向南凸起的分布，沿贝加尔裂谷异常特征

出现明显转折并分成两部分，即北部的西伯利亚地

台和南部的中亚造山带区域. 西伯利亚地台区域处

于平缓的负异常区域，异常梯度变化小，异常值大

小多在−10～50 mGal范围内变化 . 中亚造山带在

研究区内按异常特征又被分为两大部分. 西部阿尔

泰地区，在整个负异常的背景下，存在串珠状西北—
东南走向的正异常带，异常梯度由西向东逐渐变

小，异常值也随之逐渐降低. 研究区西南角存在一

个面状的超低值负异常区，异常值由阿尔泰地区

的 40 mGal迅速降低至−70 mGal. 同时，在这个大

范围负异常区内，存在一个东西走向的条带状的局

部正异常，异常梯度变化巨大. 在研究区东面，存在

许多细小的东北—西南走向的异常，梯度变化缓

慢，异常值在−30～30 mGal范围内变化. 在整个异

常分布背景下，可明显看到沿地形、山脉构造等分

布的异常区. 例如贝加尔裂隙区的小范围条带状正

异常，阿尔泰山及天山附近的高值正异常区，大兴

安岭地区北北东走向的正异常带以及准噶尔和塔

里木盆地范围的超低值负异常.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

的变化趋势与地形起伏状况呈现良好的镜像关系，

能够更好地反映地表的分布情况.
如图 2（b）所示，布格重力异常整体分布情况

与自由空气重力异常相比变得更加的平滑，可以明

显的将异常分成 4个区域，即西伯利亚地区向南凸

起的正异常区，西北方向高值正异常，大兴安岭地

区北北东走向的高值正异常带以及研究区中部大

范围的负异常区域. 一般来说，研究区中部的负异

常区对应 3个独特的自由空气重力异常，3个异常

带均与该地区的构造基底边界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贝加尔裂隙梯度带将西伯利亚正异常和中亚造山

带负异常分开，对应着西伯利亚地台的边界；准噶

尔盆地东梯度带将准噶尔地区的正异常和中部负

异常分开，与准噶尔地块边界又很好的对应关系；

大兴安岭西梯度带区分了中部和大兴安岭地区的

高值正异常，是兴安−东蒙地块的东部边界. 同时，

布格重力的梯度带与大的断裂分布有很好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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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例如，在贝加尔断裂、阿尔泰断裂都有很明

显的异常梯度变化.
图 3给出了研究区的磁异常图. 化极磁异常与

磁异常在空间展布上有一致性，但总体上出现了向

北偏移的现象. 研究区的化极磁异常呈现出向南凸

起的弧状分布，与地形构造特征类似. 在大型构造

的边界，例如西伯利亚地台南缘与中亚造山带碰撞

的交汇处，萨彦地块南缘的 Bolnal断层，阿尔泰地

块、阿拉善地块和兴安−东蒙地块交汇处的蒙古主

构造线和索伦缝合带，都表现出明显的正负异常分

界，并且异常的走向都与地块和断裂的分界有明显

的一致性. 研究区北部为西伯利亚地台，呈现块状

异常分布，且多为正磁异常，反映了西伯利亚地台

的克拉通性质. 贝加尔断裂带为明显的负磁异常，

它分割了研究区北部和中部磁异常. 中部磁异常呈

现明显珠状和条带状异常分布，异常组合叠加十分

复杂. 研究区南部除西缘的天山、中部的杭爱高原

和东缘的大兴安岭地带为块状正磁异常，其余部分

多为小尺度的局部异常分布，且异常值在正负 60 nT

之间.
由图 3（b）可知，研究区东部的兴安东盟地块

磁异常走向整体为北东方向，且异常分布较为平

缓；研究区西部几个地块磁异常走向整体为北北西

方向，且分布复杂，多为串珠条带状分布，正负异常

相间，揭示了印度−欧亚板块沿 NNW方向的挤压

碰撞和太平洋板块在 NE方向的俯冲消减活动. 在
贝加尔断裂带附近，存在 1条随西伯利亚地台南缘

边界走向一致的明显平缓的负磁异常带，为宽条带

状分布，也证实了贝加尔裂谷区存在的张裂现象.

4    重磁异常小波多尺度分析

重力异常和磁异常都是不同深度和尺度场源

体的叠加，是地下深部地质构造情况的综合反应.
小波多尺度分析能够将异常信息分解到不同尺度

的空间中. 据此，对重磁异常进行小波多尺度分析，

将异常场源进行分离，能够对研究区的深部构造情

况进行研究.
f (x,y)重磁异常表示为  ，其小波分解公式为：

 
图 2    蒙古及周边地区的重力异常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gravity anomalies in Mongolia and surrounding areas

 
图 3    蒙古及周边地区磁异常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magnetic anomalies in Mongolia and surround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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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x,y) = An f (x,y)+
n∑

i=1

Dn f (x,y), (6)

其中，A表示逼近，D表示细节，n表示分解阶数.
在重磁资料多尺度分析过程中，所选小波基函

数既要满足一维分解重构的准确性，还要对二维数

据成像有优良的把控能力[9]. 小波函数的消失矩决

定了小波函数逼近光滑函数时的收敛率，较高的消

失矩能够研究函数的高阶变化 [10]. 因此本文选取

支撑宽度小而消失距较大的 db5母函数对研究区

的重磁异常进行 6阶小波分解[11].

磁异常 1～4阶细节组合（图 4（a））异常走向与

大部分断裂的走向吻合，数值范围约−80～80 nT，
反映了该区域浅层的地质源体是磁异常的主要来

源，此结论与蒙古及周边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且复杂

的分布特征相对应. 1～4阶细节中，对于大部分断

裂的分布依旧清晰可见，例如贝加尔断裂、蒙古鄂

霍次克海缝合线等. 磁异常 5～6阶细节组合（图 4（c））
反映了异常的大尺度变化，断裂带大多分布在磁异

常正负分界的转换带附近. 大兴安岭造山带和蒙古

鄂霍茨克洋缝合线，在 5～6阶细节中都有很好的

对应关系，均位于正负异常交界处，表明了这些构

 
图 4    重磁异常小波分解图

Fig. 4    The wavelet decomposition diagram of g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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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形成原因是都位于地壳深部 . 同时，我们将

5～6节细节与地块分布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地块

的分界大都位于大的正负磁异常团的边界，从一定

程度证明了地块划分与异常源的关系. 与 1～4阶

细节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大多断裂带都在 5～6阶

细节中有更好的体现，像蒙古鄂霍次克海缝合线、

贝加尔断裂、蒙古主构造线等，都位于正负异常交

界处. 磁异常 6阶小波逼近（图 4（e））在西伯利亚地

台与中亚造山带分界处有 1条带状正异常，在阿尔

泰造山带和大兴安岭造山带有 2处正异常，其余均

为负异常区. 表明了欧亚板块与印度洋板块和太平

洋板块相互碰撞挤压造成了碰撞区的热构造反应，

引起了负磁异常背景下的正异常特征.
将 1～4阶细节组合和 5～6阶细节组合进行

对比，在贝加尔断裂处 5～6阶细节的对应关系更

加吻合，断裂带位于一串正磁异常团和一串负磁异

常团的分界处. 1～4阶则异常分界线与断裂带相

比向东南方向偏移，表明西伯利亚地台对中亚造山

带沿东南方向挤压，造成了浅部构造体的偏移，形

成了贝加尔断裂这一深大断裂. 1～4阶细节中，北

北西走向的阿尔泰造山带十分不明显，但在

5～6阶细节中，它位于两串正磁异常团边界的连

线处，与中间串珠状负磁异常走向一致，表明此造

山带是由太平洋板块的挤压形成的深部构造带. 同
时，造山带走向与太平洋板块和欧亚板块间的挤压

方向一致.
布格重力异常 1～4阶小波细节组合（图 4（b））

重力异常形态十分复杂，主要在准噶尔地块、阿尔

泰地块和西伯利亚地台边缘出现了大幅度异常现

象，可在图 4（b）中明显识别出部分断裂，与地表位

置吻合，表明地下物质密度的断裂分布与地表是基

本重合的. 但是，也存在一些不重合的断裂，例如阿

尔泰造山带等. 重力异常 5～6阶细节组合（图 4（d））
体现了上地壳密度水平分布情况，反映了基底的分

布特征. 5～6阶细节中异常分布十分平缓，在局部

地区出现团状正异常，主要集中在阿尔泰地块、准

噶尔地块和贝加尔断裂附近. 正异常的原因可能是

地幔高密度的物质沿断裂上涌，导致地壳浅部物质

密度增大而产生 . 这与通过地震记录获得的 P波

和 S波的三维速度结构得到的结果具有一致性[1].
从重力异常 5～6阶细节图（图 4（d））中，我们可以

轻松地识别较大的异常块体，对应深部大尺度的异

常源. 在兴安东盟地块与西伯利亚地台交界处存在

大尺度高值正异常体，与 1～4阶对应位置的小尺

度正异常相比范围更广，位置更加集中于断裂拐

点，表明该地区是由于更深部的高密度物质上涌产

生的，对应着该部分的构造背景，贝加尔断裂是由

于三大板块相互挤压形成的 . 重力异常 6阶逼近

（图 4（f））与莫霍面的起伏形态相似，在西伯利亚地

台和中国东北部大兴安岭地区附近，地壳厚度明显

减薄. 而在中亚造山带中部和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地

区相对较厚，这与根据地震测深资料编制的地壳厚

度形态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表现出研究区内的地壳

厚度形态形成了“两隆夹一凹”的特征. 即兴安东

盟地块东部大兴安岭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台西部地

区附近的高异常对应地幔隆起，塔里木、准噶尔直

至贝加尔裂谷地区的负异常对应的是地幔凹陷. 对
研究区的重力异常的处理，表明了蒙古及周边地区

的地壳和上地幔物质分布存在十分明显的横向不

均匀性.
由于印度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相互挤压

碰撞，导致研究区内部的地震活动十分频繁. 在萨

彦断裂、蒙古主构造线和贝加尔断裂周围分布的

大规模地震带，均对应了板块间相互挤压运动造成

的应力集中分布. 同时将地震分布图（图 1）与重力

异常 6阶逼近图（图 4（f））对比，可以明显发现多数

地震都分布在莫霍面起伏变化明显的梯度带上，在

磁异常 6阶逼近图（图 4（e））中，主要集中在磁异常

高值的区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研究区内的地震

多数是由于板块间相互挤压运动造成的应力集

中、能量汇聚产生的.
为了认识小波分解得到的异常分布的地球物

理意义，根据功率谱斜率增大正比于场源埋藏深

度，我们对重磁异常的小波细节和逼近进行功率谱

分析. 图 5给出小波细节组合和 6阶逼近的功率谱

和对应的重磁源体平均深度 h. 1～4小波细节组合

的平均深度约为 2 km，5～6小波细节组合对应的

平均深度约为 14～16 km，6阶逼近对应的平均深

度约为 30 km.根据由地震数据给出的全球地壳模

型 Crust 2.0，研究区的上地壳深度大约为 12～14 km，

中地壳深度约为 23 km，下地壳深度为 30～33 km.
表明 1～4阶小波细节组合是浅层小尺度的岩体和

构造的反映，反映地表的磁性矿物和物质密度分布

情况. 5～6阶小波细节组合主要对应上地壳，反映

浅部火山岩和沉积层的磁性特征和密度分布. 6阶

逼近对应下地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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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1）蒙古及周边地区的断裂多分布在布格重力

异常的梯度带上，且在高阶小波细节图中仍然存

在，揭示了断裂带多为深大断裂，而非浅源地质构

造产生. 蒙古中部地区重力异常变化较为平缓且多

为负值，表明内部地质构造较为稳定，不存在大规

模的构造活动. 北部西伯利亚地台和东部北北东走

向的大尺度块状平缓正异常，表明受到了西伯利亚

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挤压，造成了边缘地质体密度

变大. 西部存在大量北北西走向的条带状异常，可

能与欧亚板块向中亚造山带的俯冲消减有关.
（2）阿尔泰断裂、大兴安岭断裂和贝加尔断裂

的重磁异常小波多尺度分解，显示了断裂带存在于

断裂带走向一致的复杂的异常特征分布，且在高阶

细节图中仍然存在. 这表明 3条大型断裂带可能是

由于印度板块、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挤压造成形

成的构造断裂，异常可能是由于壳幔深部物质沿断

裂隙上涌导致的密度和磁性的变化引起的.

 
图 5    重磁异常的小波分解细节和逼近场的径向功率谱

Fig. 5    The wavelet decomposition details of g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ies and the
radial power spectrum of the approximat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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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let multiscale analysis of g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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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ngolia i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central Asian orogenic belt.  Based on SGG-UGM-1
gravity field model and EMAG2 magnetic field mode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ravity anomalies
and magnetic anomalies in Mongolia and surrounding areas are analyzed. The two-dimensional wavelet multiscale
analysis  of  g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y  field  is  carried  out,  and  the  equivalent  source  depth  of  wavelet
approximation and detail signal is obtain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power spectrum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ies in Mongolia and adjacent area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ir geological structures,
which reflects the arc-shape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Mongolia. Besides, the wavelet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g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ies  reveal  that  the  fault  zone  anomalies  are  probably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the
intensity and magnetic of the deep material of crust and mantle when the material wells up along the fractures.

Key words: gravity and magnetic field model；g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ies；wavelet multiscale analysis；
geological structure；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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