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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世界上第一个采用高低卫_卫跟踪技术的 CHAMP 重力卫星计划导出的全新的高精度全球长波

重力场模型 EIGEN_1S 结果 ,根据二维高斯滤波原理 , 基于相同空域尺度对卫星重力结果和由卫星测高解算

的几种版本的海洋重力异常数据进行了长波部分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 在中国海及其邻近海域卫星重力数

据与卫星测高解算的海洋重力异常数据之间存在明显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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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地球重力场的探测技术主要有地表直接

重力观测 、海洋雷达卫星测高和卫_卫跟踪卫星重

力测量技术三种[ 1 ～ 3] 。在这 3种主要的地球重力

场测量技术中 ,只有地面重力测量直接提供了观

测点的全波段的重力场信息 ,卫星测高目前最好

的空域分辨率为 2′(约 3.6km), 相应波长约为

7.3km 。根据 Tscherning_Rapp的全球重力场谱特

性模型分析[ 4] ,它包含了 98.8%的重力场信息 ,

而卫_卫跟踪技术提供了中长波信息 。目前

CHAMP 卫星反演重力场空域分辨率可达到

500km ,相应波长约为 1 000km ,仅包含约 23%的

重力场信息。可见 ,不同来源的重力资料具有不

同的分辨率 ,包含不同波段的重力场信息 ,正确分

析评判它们 ,对于综合利用各种类型的重力资料

非常重要 。

1　滤波方法

具有一定空域分辨率的网格化的重力场相当

于一个数字化的二维图像函数 ,因而对重力场数

据的处理可参照图像处理的方法。为了提取重力

场的长波部分 ,我们采用高斯低通滤波器 。通常

二维高斯分布模型的定义可参考文献[ 5 , 6] 。二

维高斯滤波是让二维函数(原图像)f(x , y)与高

斯函数 g(x , y)进行卷积 ,从而达到抑制噪声和

平滑的目的 ,两者卷积的结果为 h(x , y)。根据

卷积定理在频域有:

H(u , v)= G(u , v)F(u , v) (1)

式中 , G(u , v)、H(u , v)、F(u , v)分别是 g(x ,

y)、h(x , y)、f(x , y)的傅立叶变换。用线性系

统理论来说 , G(u , v)是转移函数。由傅立叶变

换可知 ,高斯函数的傅立叶变换仍是同形式的高

斯函数 ,则通过反傅立叶变换便可得到:

h(x , y)=F
-1[ G(u , v)F(u , v)] (2)

　　高斯滤波算子是一个二维卷积算子 ,主要用来

模糊图像 、移去细节和噪声 ,保留相应的主体部分。

高斯函数作为低通滤波器就意味着移去图像中的

空域高频部分。高斯频幅响应曲线是半个高斯分

布 ,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高斯滤波器 ,便可确保图

像滤波后在一定空域频率范围的信息依然存在。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区域为中国海及邻域(105°～ 135°E ,0

～ 40°N),采用了卫星重力及卫星测高推算的重

力异常数据。

2.1　卫星重力测量数据模型 EIGEN_1S

根据卫星重力任务CHAMP资料解算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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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长波重力位模型 EIGEN_1S ,由德国地球科

学中心(GFZ)完成 ,采用的时间段由 2002年 7月

30日至 12月 31日共 88d 的 CHAMP GPS 卫_卫

跟踪和加速度计数据 ,并增加了 Lageos_1 、Lageos_

2 、Starlet te和 Stella激光跟踪数据 ,最高阶次可展

开到 119阶 ,但其中的前 100阶才是完整的 ,也就

是说 ,该模型所能提供的重力场的空域分辨率低

于1.5°(约 165km)。由于该模型仅采用了卫星

数据 ,因而其完全可靠的阶次仅达到 36阶[ 3] ,提

供的重力异常精度为±2.5×10-5m·s-2 。

2.2　海洋卫星测高数据模型

IGG97是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根据 ERS_1和 T/P 两颗测高卫星的 CORSSH

产品经过数据处理得到的 。CORSSH 由 CLS 空

间海洋处提供(AV ISO/ALTIMETRY , 1996),这

些数据已经过固体潮 、海潮和负荷潮改正及干湿

对流层 、电离层 、电磁偏差和反气压计改正。

IGG97首先是对测高数据进行 Stacking 处理 ,得

到沿共线轨迹的平均海面高 ,然后扣除海面地形

得到卫星测高大地水准面 。重力异常恢复主要采

用Stokes公式的逆运算方法 ,使用 FFT 得到重力

异常的推算值 ,扣除边界效应影响后得到中国近

海及邻域 30′×30′的重力异常格网模型
[ 4]
。

KMS01重力异常为 2′×2′格网[ 5 ,6] ,KMS01

采用了 ESR_1 和 Geosat 卫星测高数据 , 通过

S tokes公式逆运算计算得到 。利用了 AG95潮汐

模型来减小海面变化 ,剩余海洋大地水准面高(参

考于 EGM96模型)通过最小二乘配置内插到格

网上 ,剩余重力异常便可以利用 Stokes公式逆运

算和 FFT 反演得到 ,其中包括维纳滤波 。

Sandw ell V9.2的 2′×2′格网是 Sandw ell海

洋重力异常格网系列中的最新版本
[ 7]
,使用了

Geost 、ERS_1和 Topex 测高卫星数据 ,在格网化

和 FFT 变换时进行了滤波处理 ,运用了维纳滤波

器 、CSR V3.0 海潮模型 ,没有使用海面地形 ,在

重力异常反演中利用了 FFT 、维纳滤波和

EGM96模型。

GMGA97海洋重力异常模型是 2′×2′的格

网[ 8] ,使用了 Seasat 、Geosat 、ERS_1 和 T/P 卫星

测高数据 ,平均海面通过 Levitus海面地形模型转

化为大地水准面高 ,同样用 CSR V3.0海潮模型

减小海面变化的影响 ,垂线偏差利用最小二乘配

置格网化 ,然后利用逆 Vening_Meinesz公式 FFT

和维纳滤波转变为重力异常 ,在移去_恢复技术中

使用了 EGM96模型
[ 9]
。

3　比较分析

3.1　数据滤波

由于数据量较大 ,统一将它们转换为 30′×

30′格网数据 , EIGEN_1S 模型计算的重力异常也

计算到同样大小的格网上 。这样的处理不会影响

长波信息的提取 ,但并不意味着 EIGEN_1S 模型

计算的重力场达到此空域分辨率。卫星重力测量

和卫星测高分别得到的重力异常源数据的分布情

况如图 1(a)～ 1(e)所示。图 1(a)为卫星重力

EIGEN_IS 模型展开到 119 阶计算的重力异常;

图 1(b)～ 1(e)分别为 IGG97 、GMGA97 、Sandw ell

V9.2和 KMS01 卫星测高数据。根据二维高斯

滤波方法 ,在相同的框架下分别对卫星重力和卫

星测高得到的重力异常进行滤波计算 ,设定数值

采样间隔大小 ,便可以得到空域分辨率约为 5°的

滤波结果 ,如图 1(f)～ 1(j)所示。

从图 1(b)～ 1(e)可以看出 ,几种版本的卫星

测高数据反映的重力异常信息基本上是一致的 ,

在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附近等值线密集 ,与这

一区域复杂的海底构造相对应 。而海底地形较为

平坦的太平洋区域和有平缓大陆架的东海 、黄海

等值线平缓 。与卫星测高格网明显不同 , EIGEN_

1S 模型所描绘的图形仅粗略地表示重力场的大

概情况 ,不能反映细节 ,它的空域分辨率不会好于

1.5°,相应的空域波长大于 3°(330km),但包含有

较为可靠的空域波长约为 10°的重力场信息。然

而 ,从图形上不能很清楚地了解这些信息 。通过

高斯低通滤波得到其长波部分 ,如图 1(f)所示 ,

它与同样滤波后的卫星测高结果(图 1(g)～ 1(j))

的形态分布 、异常大小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 ,即经

过高斯低通滤波处理 ,得到了卫星重力和卫星测

高共同具有的空域尺度部分的信息 ,即长波信息。

基于此 ,可在相同的空域尺度下对卫星重力和卫

星测高解算的重力异常进行比较。

3.2　长波重力异常比较分析

通过高斯低通滤波后 ,得到了中国海及邻域

空域波长为 10°的重力异常。基于相同的空域尺

度 ,将卫星测高解算数据和卫星重力解算数据进

行比较 ,得到了 4 个版本的卫星测高重力异常与

卫星重力异常的差异图 ,如图 2所示。从图 2来

看 ,几种卫星测高与卫星重力得到的重力异常的

差异其长波部分具有相同的特征 ,差异较大的地

方基本上集中在菲律宾群岛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

西亚附近(约 117°E ～ 130°E , 0 ～ 18°N)。从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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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近海岸 ,两者的差值呈现出骤然增大趋势 ,反映

比较明显 ,呈现强烈的负值 ,即卫星测高重力异常

数值要比卫星重力得到的重力异常小。在这一区

域 ,岛屿和暗礁较多 ,造成了卫星测高原始数据的

不准确 ,导致重力异常解算结果不佳 ,而在大洋的

广阔区域里重力异常的差异起伏较小。差异的最

大正值出现在琉球群岛一带 ,可能与该地区复杂

的海底构造有关 。

数值比较的统计结果列于表 1 ,4种卫星测高

解算结果与卫星重力结果的长波差异差不多 ,偏

差的中误差在±5.0×10-5m·s-2左右 ,扣除卫星

重力本身误差后 ,为±4.28×10
-5
m·s

-2
;差值均

值在-2.0×10-5m·s-2左右 ,表明卫星重力异常

与测高重力异常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系统

差。

(a)　　　　　　　　(b)　　　　　　　　(c)　　　　　　　　(d)　　　　　　　　(e)

(f)　　　　　　　　(g)　　　　　　　　(h)　　　　　　　　(i)　　　　　　　　(j)

图 1　滤波前后的重力异常/10-5m·s-2

Fig.1　Gravity Anomalies Befo re and After Filtering

(a)IGG97与 EIGEN_IS之差;(b)Sandw ell V9.2与 EIGEN_1S 之差;(c)KMS01与 EIGEN_1S之差;(d)GMGA97与 EIGEN_1S之差

图 2　长波重力异常的比较/ 10-5m·s-2)

Fig.2　Comparison Betw een the Long Waveleng th Components of G ravity Anomalies

表 1　中国海及邻域长波重力异常的比较/10-5m·s-2

Tab.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Long Wavelength Components of G ravity Anomalies in the China Sea and Its V icinity

数据类型 点数 最小差值值 最大差值 均值 标准偏差 中误差

IGG97_EIGEN_1S 3 263 -21.71 8.15 -1.81 3.98 4.37

GMGA97_EIGEN_1S 3 263 -25.26 7.04 -2.22 4.70 5.20

S andw ell_EIGEN_1S 3 263 -24.20 6.20 -2.06 4.63 5.06

KMS01_EIGEN_1S 3 263 -27.36 6.87 -2.19 4.74 5.22

平均 -24.63 7.07 -2.07 4.51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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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通过实际的比较计算发现 , 在 CHAMP 的第

一个重力异常结果和卫星测高解算的结果之间普

遍存在着一个约-2.0×10-5m·s-2的系统偏差 ,

同时存在着中误差为 ±4.28×10
-5

m·s
-2
的偏

差。这些偏差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 ,而主要的

原因来自于卫星测高 ,一是卫星测高本身的误差 ,

二是由测高资料解算重力异常过程的误差。特别

是在菲律宾群岛一带出现较大的偏差 ,为卫星测

高误差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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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compares the long w aveleng th components of g ravity anomalies derived from

satellite altimetry w ith ones f rom the new global g ravi ty field model EIGEN_1S of the CHAMP

w ithin the same spatial resolution ,based on 2_D Gauss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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