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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重力梯度测量的研究现状及其
在物理大地测量中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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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卫星重力梯度测量的发展背景 ,并对其研究现状作出了全面评述 ,指出了尚需进

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 ,展望了该技术在物理大地测量中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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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卫星重力梯度测量的发展背景

探测和研究地球重力场结构是地球科学的基础性工作 ,也是大地测量学科的主要科学任

务之一。本世纪重力探测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以及与空间技术、卫星定位技术发展的交叉并进 ,

特别是现代地球科学强化地球深部结构和动力过程的研究 ,对了解重力场精细结构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 ,大大突出了通过大地测量研究重力场的科学目标 ,使物理大地测量面临着新的挑

战。其跨世纪目标是确定 cm级大地水准面 ,而目前全球大地水准面的精细度与这一要求大约

还相差一个量级。

考察现有重力探测技术的发展潜力 ,单一卫星轨道跟踪适于确定长波 ( 2～ 36阶 )重力场 ,

其重力相关观测量是异常场产生的轨道摄动。但轨道摄动还受日月引力、地球潮汐以及大气和

太阳光压等物理环境的影响 ,其残余误差目前仍大于 cm级 ;其次 ,卫星轨道的全球覆盖是不

完善的 ,若干高阶位系数之间强相关 ,其产生的混叠和共振影响以及覆盖面不全只有精心设计

多种不同卫星轨道倾角和运行周期才能解决。显然 ,要发射大量有特定轨道根数的卫星实际上

是不可能的 ,这种影响也大于 cm级水平。 尽管目前已有文献展望下世纪 SLR测距精度可达

mm级
[1 ] ,但作者认为 ,用卫星跟踪法确定重力场模型的准确度不仅取决于测距精度 ,还取决

于卫星摄动观测方程的数学物理性质 ,用这一技术确定 cm级大地水准面似乎还需继续努力。

卫星测高是目前精化海洋大地水准面最有效的技术手段 ,它的直接观测量是海面高 ,目前已达

到 3′× 3′的高分辨率 ( Geosa t GM和 ERS-1, 168d周期数据 )及 cm级测距精度。但由于受海面

地形的分辨率和准确度限制 ,以及海潮残差和定轨误差等因素的影响 ,利用该技术恢复海洋大

地水准面要跨越优于± 10 cm量级的准确度已十分困难。 地面重力测量技术获取的重力异常

数据适于确定重力场所有各波段谱分量 ,但受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其数据的密度和分布受

到了限制 ,目前全球还存在不少重力空白区。

综上所述 ,现有重力探测技术在进一步提高分辨率和准确度方面的改进潜力已很有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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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背景下提出了卫星重力梯度测量的设想 ,即直接测定重力位的二阶导数张量 ,旨在利用这

一新型重力场观测数据精化中波段重力场 ,是实现重力场逼近跨世纪目标的新努力。

2　研究现状及其评述

80年代开始研究制订国际卫星重力梯度测量计划 ,其中包括欧洲空间局 ( ESA)的 Aris-

to teles计划和美国宇航局 (N ASA)的超导重力梯度测量任务 ( SGGM)。前者的最终目标是获

得 100 km的空间分辨率、 1mGal精度的重力异常和 3 cm精度的大地水准面 ,后者的目标可

望以 50 km的空间分辨率、 2～ 3 mGal的准确度确定 360阶地球重力场。自 70年代以来 ,这一

新技术领域得到了各国学者的广泛研究 ,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 1　卫星重力梯度测量的原理及重力梯度仪的研究

自本世纪初匈牙利物理学家 R. E tv s设计出第一台重力梯度仪 ( E tv s扭秤 )以来 ,重

力梯度测量的原理可分为两类: 扭力测量和差分加速度测量。前者测定作用于检测质量的力矩

来间接获取重力梯度值 ,后者通过测量两加速度计之间的加速度差来获得重力梯度观测值 ,因

而可消除加速度计之间大部分公共误差的影响 ,较前者更有发展前景。目前卫星重力梯度测量

主要采用差分加速度测量。

随着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低温超导技术的发展 ,重力梯度仪各方面的性能有显著改

善 ,特别是超导量子干涉技术、低温微波空腔谐振技术、低噪声超导放大器和“超导负弹簧”技

术的应用 ,使得重力梯度仪在灵敏度和稳定性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重力梯度仪的研究大致

经历了从单轴旋转到三轴定向 ,从室温到超低温 ( < 4. 2 K) ,从扭力、静电悬浮到超导的发展过

程 ,仪器灵敏度日益提高。早期重力梯度仪的灵敏度为 1E,常规室温型重力梯度仪的灵敏度为

10
- 2

E,低温超导重力梯度仪的灵敏度发展到 10
- 4

E,未来超导重力梯度仪的灵敏度可望达到

10
- 5

E～ 10
- 6

E
[ 2]
。正是这一技术的突破 ,导致了卫星重力梯度测量进入了实用化研究阶段 ,推

动了卫星重力梯度测量的迅速发展。

2. 2　精度分析

精度分析包括各种因素对卫星重力梯度测量本身的影响 ,以及利用卫星重力梯度测量数

据恢复全球和局部重力场所能达到的精度和分辨率。卫星重力梯度测量的精度受重力梯度仪

误差、卫星轨道和姿态误差、卫星主体自引力和大气阻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文献 [3]对此作出

了详细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减弱措施 ,在此不作详细讨论。关于利用卫星重力梯度数据恢复重

力场所能达到的精度和分辨率 ,则主要取决于卫星轨道高度、重力梯度仪精度、卫星的寿命和

数据采样间隔等因素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成果。 这里要指出的是 ,不少文献称利用卫星重力梯

度数据可恢复短波重力场 ,这是不确切的。 原因是对重力场频域的划分 ,特别是中短波之间的

划分尚无一致的说法 ,作者认为文献 [4 ]的划分法是合理的。根据最新研究结果可看出 ,卫星重

力梯度数据适于确定中长波重力场 ,特别是在改善中波段重力场方面可望作出较大贡献。一般

认为最高分辨率大致为 250阶 ( 80 km ) ,相应的重力异常和大地水准面的精度不优于 5 mGa l

和 10 cm
[3, 5 ]

。

目前精度分析的主要方法有最小二乘法、最小二乘配置法和 Jekeli、 Rapp( 1980)提出的快

速误差分析方法 [6～ 8 ]。从前人的分析结果看 ,采用不同精度分析方法所得的结果间存在微小差

异 ,其原因是所采用的精度分析方法和考虑的影响因子不同 ,也就是说现有精度分析方法均不

能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 ,其精度指标仅表示所应用模型的内精度 ,某些系统偏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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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误差可能被掩盖。因此 ,利用卫星重力梯度数据恢复地球重力场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和分辨率 ,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论证。

2. 3　模拟研究

因目前尚无实测卫星重力梯度数据 ,大部分研究结果只能以模拟的重力梯度数据为基础 ,

因此模拟数据的精度直接影响研究成果 ,同时也影响今后对实测卫星重力梯度数据的处理。所

谓卫星重力梯度测量的模拟 ,是指由现有地球重力场模型 (如球谐模型、椭球谐模型、点质量模

型等 )模拟卫星的轨道和重力梯度观测值。 现有的计算方式有两类:单点计算和格网计算。 若

计算点较多 ,则前者是一种很费时的方法 ,而后者采用 FFT技术可大幅度减少计算时间。 因

此 ,可根据实际模拟的需要选择不同的计算方式。

模拟重力梯度数据的精度主要取决于现有重力场模型的精度和模拟计算方法的误差。 对

于前者 ,应尽量采用较准确的地球重力场模型 ,或者在模拟数据中顾及该项误差的影响 ;对于

后者 ,若采用球谐模型计算 ,其核心问题是 Legendre函数的一阶和二阶导数的计算误差。 现

有计算方法不能顾及该项误差的影响 [9 ] ,为此文献 [10 ]提出了一种在模拟研究中避免 Legen-

dre函数导数计算的稳定高精度计算方法。 关于其它的计算方法详见文献 [11, 12]。

2. 4　卫星重力梯度数据处理的基础理论

利用卫星重力梯度数据确定地球重力场 ,在解析法的框架下归结为求解卫星重力梯度边

值问题。关于该问题已有若干研究结果。文献 [13]研究了卫星重力梯度球面边值问题 ,其主要

贡献在于引入了引力张量的不变量 (三阶特征多项式系数 )将 5个独立边界条件归结为 2个 ,

并从理论上成功地分离了轨道摄动。 由于采用球面边界 ,数据需要归算 ,理论上存在缺陷。 同

时 ,引力张量的不变量的摄动本身是个微小量 ,在实用上能否用来有效地分离轨道摄动 ,还有

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随后文献 [14]以单一重力梯度分量 (Vzz、Vyz、Vyy )作为独立边值条件 ,给

出了卫星重力梯度单定边值问题的定义和严密数学表述 ,并对其存在性和唯一性进行了论证。

当联合不同重力梯度分量确定地球重力场时 ,理论上便产生了卫星重力梯度超定边值问

题。 文献 [15]根据拟微分算子 ( PDO)理论研究了重力梯度超定边值问题 ,随后作者又提出了

应用于卫星重力梯度和航空重力梯度全球解和局部解的统一方法 ,包括构造统一数学模型和

解的估计准则两方面。导出的解能在某种程度上最佳拟合已知边值 ,并具有调和性。该理论在

实用方面尚需继续努力。文献 [16 ]应用朱灼文教授等 ( 1992)提出的超定边值问题的准解的一

般理论 ,提出了卫星重力梯度超定边值问题的准解 ,并导出了实用解算模型 ,为综合利用各类

重力梯度数据确定重力场展示了一种新的途径 ;同时还研究了超定重力 -重力梯度边值问题 ,

其准解的简洁易算的解析表达式为联合地面重力和卫星重力梯度数据精化地球重力场带来了

很大便利 ,在理论和实用两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是一种采用经典数学工具的解析法。 进一步

的研究是将该理论推广到各类重力场数据的联合处理 ,这就要求在带权的 Sobolev空间中建

立超定边值问题的准解理论 ,以便更加符合重力场确定的实际情况。

2. 5　卫星重力梯度数据处理的方法

利用卫星重力梯度数据确定 (或精化 )地球重力场在理论上归结为求解卫星重力梯度边值

问题 ,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确定全球重力场模型 (全球解 )和局部重力场逼近 (局部解 )两大主

题展开。在解算方法上可归纳为三类 ,即解析法、统计法和组合型方法。 解析法 (积分法 )计算

简单 ,可避免最小二乘法中的混频影响 ,但由于重力梯度数据不可能连续分布 ,因而存在积分

公式离散化的误差 ,同时不能准确估计重力梯度数据误差对求解位系数的影响。统计法包括空

域和频域中的最小二乘法和最小二乘配置法。空域最小二乘法属 Rummel, Colombo ( 1985)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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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在球近似下的最小二乘迭代解法最具代表性。其主要贡献是较好地分离了卫星轨道与

地球重力场的确定 ,通过迭代计算逐步获得准确的卫星轨道和地球重力场模型 ,同时采用快速

球谐算法提高了计算速度。该方法不要求数据连续分布 ,因而容易克服两极无数据的情况和解

决卫星重力梯度测量过程中的数据间断问题 ,其缺点是难以反映卫星的轨道特征和顾及有色

噪声的影响。 Schrama( 1990, 1991)
[18 ]提出了频域最小二乘法。因基于卫星轨道摄动分析理论 ,

因而能较准确地反映卫星的轨道特征和顾及卫星轨道误差、姿态误差及某些有色噪声的影响 ,

适合于卫星重力梯度测量的误差分析和方案设计。 但其缺点是不易处理两极地区无重力梯度

数据问题和因卫星操作等原因造成的数据间断问题。不论是空域最小二乘法还是频域最小二

乘法 ,都不能顾及信号场相关统计信息的影响 ,这是它们的共同弱点。

Krynsky和 Schw ar z( 1977)研究了利用卫星重力梯度数据精化大地水准面差距的空域最

小二乘配置法。其主要贡献在于确定合适的协方差函数模型 ,并指出只有至少含一个径向导数

的重力梯度分量才能对恢复大地水准面差距有显著贡献 ,但没有考虑重力梯度协方差函数的

非各向同性问题。其后 Robbins( 1985)对该方法和梯度协方差函数作了进一步讨论和完善。空

域最小二乘配置法的优点是能综合利用具有不同频谱特性的场观测数据求解重力场的最佳估

值 ,其次是在数据处理中能顾及观测量的误差和计算待估量的误差协方差矩阵。其应用上存在

的最大缺点是: ( a)要求有可靠的先验协方差模型 ,同时构造各类重力场信号协方差 ,以及消去

趋势项和平滑高频成份需占用大量计算机空间和时间 ; ( b)对大规模数据处理要遇到对超大

型协方差矩阵求逆的困难。 这两点对卫星重力梯度测量的数据归算显得尤为突出 ,为此 ,文献

[3]深入研究了卫星重力梯度向下延拓的频域最小二乘配置法。该方法避免了空域配置解中对

超大型协方差矩阵求逆的困难。同时因采用了 FFT技术 ,因而可提高计算速度 ,节约计算机

时间和空间 ,特别适合于大规模重力场数据的处理。 该方法的有效性尚需作进一步数值验证。

组合型方法中以 Wenzel( 1982)提出的带有积分核的最小二乘频谱组合法为代表。吴晓平

和陆仲连 ( 1992) [19 ]又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卫星重力梯度的向下延拓问题。该方法的优点是能综

合利用在计算点极坐标系中的某些重力梯度分量 (如 Tz′z′、 Tx′z′)和已知的球谐位系数、地面重

力异常以及大地水准面高的数据 ,组合谱分量解具有最小误差方差的特性 ,其缺点是不能考虑

某些重力梯度分量 (如 Tx′y′、 T y′z′)的贡献。 一般说来 ,该方法在实际计算时需要占用大量的计

算机空间和时间 ,并且谱权的确定要以准确的先验阶方差模型为基础。此外 ,文献 [3]提出了卫

星重力梯度向下延拓的平面近似法。该方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谱组合法 ,它能综合利用各类重力

梯度数据 ,将平面积分和向下延拓一步完成 ,所有计算均采用 FFT技术实现 ,因而可大幅度

提高计算速度。同时 ,扰动位的功率谱估计又可分析局部重力场的谱特性。因采用球面的平面

近似 ,重力梯度数据序列的线性卷积与 Fourier变换二维循环卷积有差异 ,数据采样不充分和

数据长度有限将导致混叠和频谱泄漏现象 ,这是该方法理论上存在的弱点。 尽管如此 ,模拟试

算表明 ,以上两种方法在卫星重力梯度局部逼近中是非常有效和实用的
[3 ]
。

综上所述 ,从重力场逼近跨世纪目标出发和分析卫星重力梯度测量的研究现状 ,作者初步

认为今后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研究:

1)在解析法框架下发展超定边值问题的理论 ,如前已述及的在带权 Sobo lev空间中发展

超定边值问题的准解理论 ,为联合卫星重力梯度数据、地面重力数据和 GPS数据、卫星测高数

据等确定地球重力场建立必要的理论基础。

2)联合各类重力场信息确定 (或精化 )地球重力场 ,在统计法框架中必须发展“非经典配置

法”或随机边值问题 ,如近年来研究的稳健配置法等 ,寻求适用的新数学工具 (如模糊数学、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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沌和分形 )在更深层次上揭示重力场地面边界无序过程的内在本质。

3)现有的解算模型是在线性近似下得到的。由于地壳构造的复杂性和地形表面的粗糙性 ,

重力位函数及其导数在这一边界面上显示强非线性结构。若要在 cm级精度水平上逼近地球

重力场 ,必须顾及非线性项的影响 ,或研究非线性边值问题的理论。

4)利用卫星重力梯度数据恢复地球重力场所能达到的精度和分辨率还需进一步论证 ,着

重研究精度分析方法和精度评定准则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5)进一步发展高效、稳定、可靠而实用的数值计算方法 ,以适应超大规模重力场数据处理

的要求。

此外 ,在联合多种数据逼近重力场的研究方向上 ,除了在上述解析法和统计法两个领域上

开拓新思路和新方法以外 ,还必须在两者的结合上对重力场地面边界的无序结构作深入探索。

3　应用前景展望

卫星重力梯度测量是实现重力场逼近跨世纪目标的一项新重力探测计划 ,这一计划的实

现 ,将提供全球几乎均匀覆盖的高精度高分辨率重力场信息。从该计划的最终目标和前人的研

究成果可以看出 ,卫星重力梯度测量可望对精化重力场的中波频段作出较大贡献 ,意味着物理

大地测量向 cm级大地水准面目标和逼近真实重力场靠近了一大步。

卫星重力梯度测量提供的大地水准面与 GPS局部定位相结合 ,可提供高质量的高程信

息 ;与卫星测高获得的实际海面结合 ,可以得到较准确的海面地形 ,从而为观测大洋环流特征

提供基础 ;同时 ,卫星重力梯度测量任务还将为联系全球不同地区记录的迅速变化的海面提供

参考基准 ,从而有助于估计与海面变化有关的全球环境问题 。

此外 ,卫星重力梯度测量任务还将为地球物理、地球动力学和空间微重力学等的研究提供

精细重力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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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ituation on Satellite Gravity Gradiometry

and Its Vistas in the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Geodesy

Ning Jinsheng　 Luo Zhicai　Chao Dingbo
( Laborato ry for M od ern Geodynamics, WT USM, 39 Luoyu Road ,Wuh an , China, 430070)

Abstract　 The backg round for developing satelli te g rav ity g radiometry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nd then its research si tuation is analy zed and rema rked. Further-

mo re, some problems which need be studied deeply are presented. Fina lly, it s v istas

in the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g eodesy are prospected.

Key words　 satellite g ravi ty g radiometry; physical g eodesy; ea rth 's g rav ity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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