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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了虚拟压缩恢复基本原理及其在地球科学特别是边值问题中的应用。作为新的应用实例，论证

了Ｒｕｎｇｅ定理、ＲｕｎｇｅＫｒａｒｕｐ定理和ＫｅｌｄｙｓｈＬａｖｒｅｎｔｉｅｖ定理均是虚拟压缩恢复原理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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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根据地面观测值（如重力观测值）确定地

球形状及其外部重力场，Ｓｔｏｋｅｓ于１９４９年提出

了著名的Ｓｔｏｋｅｓ方法
［１］。该方法的重要贡献在

于通过地面的物理观测量（即重力观测值）确定地

球的几何形状（即大地水准面乃至地球表面）以及

外部空间的重力场。然而，Ｓｔｏｋｅｓ方法存在一个

致命缺陷，即必须对大地水准面外部的质量进行

调整，但这势必会改变大地水准面的形状（若采用

一般重力归算方法），或虽然不改变大地水准面的

形状（如采用Ｒｕｄｚｋｙ归算法
［２，３］），但改变了地球

外部重力场；另一方面，大地水准面外的质量并不

能精确得知，只能取近似值（通常取２．６７ｇ／

ｃｍ３）。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为了克服Ｓｔｏｋｅｓ方法的缺

陷，提出了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方法
［４］：直接以地球自然

表面为边界求解大地测量边值问题，观测值仍然

是地面重力值，但无需重力归算，所求解的对象是

地球表面以及地球外部重力场。这里最关键的问

题是求解积分方程。由于无法找到分析解，因而

只能通过小参数展开法寻求级数解，该级数解的

一级近似正好给出了Ｓｔｏｋｅｓ解。在一般情况下

（就实际地球而言），无法保证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级数

解的一致收敛性［３，５］。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ａｒ指出
［３，５］，当地

倾斜角大于４５°时，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级数解必定发散。

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级数解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

一致收敛，但这种条件并非为地球所满足［６］。另

外，Ｍｏｌｏｄｅｎｓｋｙ方法的求解过程本身也非常繁

杂。随后出现了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ａｒ方法
［３］：将地球表面

边值问题转化为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ａｒ球上的边值问题，

即假想在 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ａｒ球上分布有虚拟重力异

常，由此产生的重力异常在地球表面正好与真实

重力异常一致。基于这一思想，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ａｒ解决

了确定地球形状以及地球外部重力场的问题。但

在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ａｒ方法中，为了求解分布在 Ｂｊｅｒ

ｈａｍｍａｒ球上的虚拟重力异常，同样需要求解基

于物理大地测量基本微分方程的积分方程（因而

在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ａｒ方法中引入了近似
［７］），通过迭代

法而得到的解也是一个级数，但从理论上难以保

证该级数的一致收敛性。１９８４年，许厚泽和朱灼

文提出了虚拟单层密度法［８］，其基本思想是假定

在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ａｒ球上分布有虚拟单层密度，由此

而产生的扰动位在地球表面与真实扰动位相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同样需要反解积分微分方程

（它仍然基于物理大地测量基本微分方程，因而也

产生了近似），通过逐次迭代给出虚拟单层密度分

布，其解也是一个级数，但尚不能从理论上保证该

级数解是一致收敛的。许厚泽和朱灼文指出，虽

然虚拟单层密度法给出的解与虚拟重力异常法

（即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ａｒ方法）给出的解完全等价，但前

者比后者更具实用性［８］，这一点已通过操华胜等

人的实际数值计算得到了印证［９］。

为了追求更完善的理论，以及精确而严密地

确定地球外部重力场，申文斌提出了引力位虚拟

压缩恢复法［１０～１２］，其基本思想是通过虚拟的“压

缩”与“释放”，精确地给出地球外部重力场（如不

考虑观测值误差），无需事先假定在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ａｒ

球上存在任何虚拟分布，从而克服了任何先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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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假设（如无需引入并非严格成立的物理大地

测量基本微分方程），同时克服了不适定性问题

（已求出了在地球外部惟一而稳定的解）。实际上

在虚拟压缩恢复法中，虚拟分布只是一种附带产

品。一系列的研究［７，１３～１６］显示了虚拟压缩恢复思

想在解边值问题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边界面

并非规则曲面的情形（如地球表面）。文献［１７］的

研究表明，若按通常的理解，将狉Δ犵 看作地球外

部的正则调和函数（但严格地说，这一结论并不真

实［７］），则可利用虚拟压缩恢复原理简明地给出

Ｂｊｅｒｈａｍｍａｒ理论
［３，５］所需要的虚拟重力异常Δ犵。

文献［１８］进一步论证了虚拟压缩恢复法对任意正

则调和函数的有效性，拓宽了其应用范围，同时指

出，虚拟压缩恢复法对于解内部边值问题同样有

效，还可以用来证明 Ｒｕｎｇｅ定理
［６］、ＲｕｎｇｅＫｒａ

ｒｕｐ定理
［６］以及 ＫｅｌｄｙｓｈＬａｖｒｅｎｔｉｅｖ定理

［６］。本

文的研究显示，上述三个定理其实是虚拟压缩恢

复原理的三个简明的推论。

１　虚拟压缩恢复基本原理

假定有一质体Ω（如地球），其表面Ω构成简

单的单连通封闭曲面，它与球面之间存在连续双

射（即存在１←→１对应的连续映射，而且逆映射

也连续）。假定上述质体产生了某种场狌（引力

位场、静电磁场、稳恒温度场等），该场在上述质体

的外部是正则调和函数（即满足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同

时在无穷远处为零），在质体边界上的值（通常也

是观测值）记为狌｜Ω。选取质体固结质心直角坐

标系狅狓狔狕，原点位于质心，同时选取一个完全位

于上述质体内部的圆球 犓，称为虚拟球或Ｂｊｅｒ

ｈａｍｍａｒ球
［３，５］，其边界记为犓，球心与原点重

合。今将“观测值”狌｜Ω沿径向等值地压缩到虚拟

球面犓 上
［１１］，利用Ｐｏｉｓｓｏｎ积分公式（它只适用

于球形边界）可得到在虚拟球的外部空间珡犓 中正

则调和的解狌（１）：

狌
（１）（犘）＝

狉２－犚
２

４π犚∫犓
狌（１）

犾３
ｄσ≡

狉２－犚
２

４π犚∫犓
狌狘Ω
犾３
ｄσ，犘∈珡犓，狀≥１

（１）

　　在质体的外部空间，珚Ω 也是正则调和的。

式（１）中所有的符号按通常的意义理解，犚是虚拟

球半径；狌
（１）在虚拟球面上取值；狌｜Ω表示对应于

积分面元ｄσ（该面元位于球面）的质体边界Ω上

的值，它是已知“观测值”；显然，狌
（１）在犓 上的

取值正好就是狌 在Ω上的值。但在质体外部空

间，虚拟解狌
（１）与真实场狌并不相同，它们的差

异记为犜
（１）＝狌－狌

（１），称之为一阶残差场［１０，１１］，

它是在质体外部正则调和的函数，在质体边界上

的值记为 犜
（１）
｜Ω＝μ／Ω－狌

（１）
｜Ω。然后，将

犜
（１）看作“新场”，将犜

（１）
｜Ω作为新的“观测值”重

复上述“压缩恢复”过程，可得在虚拟球的外部空

间正则调和的解狌
（２），同时得到二阶残差场犜

（２）

＝犜
（１）－狌

（２）。这种过程可一直重复下去，或者

说将“压缩”与“恢复”过程不断地重复下去，从而

可得到一个在虚拟球的外部一致收敛的正则调和

级数解［１１］：

狌（犘）＝∑
∞

狀＝１

狌
（狀）（犘），犘∈珡犓 （２）

　　当把它限定在质体表面及其外部时（这时仍

然是正则调和的），它与真实场完全一致［１１，１２］，由

此便精确而严格地确定了在质体外部的真实场

狌（犘）。

２　虚拟压缩恢复原理的应用

地球引力位犞 在地球外部是正则的调和函

数。假定通过某种直接手段（如水准测量加重力

测量［１］或重力位频移法［１９，２０］）或间接手段确定了

地球表面的重力位，则相当于知道了地球表面的

引力位（它是重力位犠 与离心力位犙 之差，而地

球表面的离心力位是已知的）。根据虚拟压缩恢

复原理，即可得到虚拟压缩恢复级数解：

犞（犘）＝∑
∞

狀＝１

犞（狀）（犘），犘∈珡犓 （３）

当把它限定在地球表面及其外部时，它与地球真

实引力位场完全一致［１１，１２］：

犞（犘）≡犞
（犘）＝∑

∞

狀＝１

犞（狀）（犘），犘∈珚Ω（４）

　　若给定了地球表面的重力矢量（利用重力测

量加天文测量可得［１，６］），则可对重力场犵进行虚

拟压缩恢复，因为重力场在地球外部是正则的调

和函数（在直角坐标系之下很容易验证），从而可

得到虚拟重力场［１５］：

犵
（犘）≡∑

∞

狀＝１

犵
（狀）（犘），犘∈珡犓 （５）

以及地球表面及其外部的真实重力场：

犵（犘）≡犵
（犘）＝∑

∞

狀＝１

犵
（狀）（犘），犘∈珚Ω （６）

　　若给定了地球表面的重力梯度值，则相当于

给定了地球表面的引力梯度值，于是可对引力梯

度场犞犻犼≡
２犞／狓

犻
狓犼 进行虚拟压缩恢复，因为

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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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梯度场在地球外部是正则调和函数（其证明

是简单的），从而可得虚拟球外部的虚拟引力梯度

场以及地球外部真实的引力梯度场［７］。对引力梯

度场进行积分（以无穷远处为积分初始条件）［７］，

可得引力场，从而确定了地球外部重力场。

假如存在一个封闭的卫星界面，其上给定了

重力观测值（引力位、引力或引力梯度值），则可利

用虚拟压缩恢复原理确定整个地球外部的重力

场［１４］，圆满地解决了向下延拓的问题。采用传统

的方法存在两个难点：① 要解决向下延拓的不适

定性问题，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方法；② 会遇到

球谐展开在地面附近的收敛性问题［６，２１］以及在实

际应用中必须采用球谐展开截断（否则难以确定

无限多球谐系数）而引起的误差。

如果给定了地球表面的（由地球产生的）静电

位或静磁位，则可对静电位场或静磁位场进行虚

拟压缩恢复，因为两者在地球外部均是正则调和

函数，从而可得虚拟球外部的虚拟静电场或静磁

场［１６］。当限定在地球外部空间时，它们与相应的

真实场完全重合。

３　几个推论

在处理边值问题或在边值问题的逼近理论

中，经常会用到Ｒｕｎｇｅ定理
［６］。假定在三维欧几

里得空间内，犓 为有限闭集，Γ和Ω 为有限开集，

并且有犓ΓΩ（这些域为递进包含关系，Ω最

大，犓 最小），而且这些域的边界分别与球面同胚

（即存在连续双射）。如果函数φ在Γ 内正则调

和，那么对于任意小的ε＞０，总存在一个在域Ω

中的正则调和函数φ，使得在犓 上一致地有：

狘φ－ψ狘＜ε

这实际上是内部 Ｒｕｎｇｅ定理。对于外部问题，

Ｒｕｎｇｅ定理同样成立
［６］。假定在三维欧几里得空

间内，珚犛是无限闭集，珚Ω＿和珚Σ＿为无限开集，并且有

珚犛珚Ω＿珚Σ＿（这些域为递进包含关系，珚Σ 最大，珚犛

最小）；这些域的边界均由无限远处的点和有限

（封闭简单曲面）边界构成，有限边界分别记为

犛、Ω以及Σ，并且它们分别与球面同胚。如果

函数φ在
珚Ω＿内正则调和，那么，对于任意小的正

数ε＞０，总存在一个在较大的域珚Σ＿中的正则调

和函数φ，使得在珚犛上一致地有：

狘φ－ψ狘＜ε （７）

这就是外部Ｒｕｎｇｅ定理。直观地，可将最小域珚犛

设想成包围了某个质体的简单封闭曲面犛的外

部（包括该曲面本身），将中间域珚Ω＿设想成上述质

体的外部空间（不包括质体边界Ω），将最大域珚Σ＿

设想成位于上述质体内部的任意一个简单封闭曲

面Σ的外部空间（不包括该曲面Σ）。

为了从虚拟压缩恢复原理推论出外部Ｒｕｎｇｅ

定理，将坐标系原点选在最大域珚Σ＿的外部，也就

是说，将坐标系原点选在由最大域珚Σ＿的有限边界

Σ所单独围成的有限域Σ 的内部。在Σ中选一

个虚拟小球犓，其边界记为犓，其中心与坐标系

原点重合，也就是说，虚拟小球所包含的域完全处

于Σ的内部，因而虚拟小球的外部珡犓（包括小球

的边界）目前是最大域，即有珚犛珚Ω＿珚Σ＿珡犓。现

在应用虚拟压缩恢复原理可知，不仅存在外部

Ｒｕｎｇｅ定理所指出的满足不等式（７）的正则调和

函数φ，而且可以找到在域珡犓 中（当然在珚Σ＿中也

自然如此）正则调和的函数狌，它在域珚犛中与φ
完全相同：

狌（犘）≡φ（犘），犘∈珚犛 （８）

由此可见，外部Ｒｕｎｇｅ定理只不过是虚拟压缩恢

复原理的一个推论。

至于 ＲｕｎｇｅＫｒａｒｕｐ 定理
［６］以及 Ｋｅｌｄｙｓｈ

Ｌａｖｒｅｎｔｉｅｖ定理
［５，６］，则更容易看出它们是虚拟压

缩恢复原理的简单推论。

若采用虚拟压缩恢复原理，这两个定理中的

ε可取零，而且不等式可以换成等式。虚拟压缩

恢复原理表述了更加精密的思想，可以精确地给

出所需要求解的场。

４　讨　论

虚拟压缩恢复原理的实质是通过虚拟的压缩

与恢复，精确而严密地给出外部的真实场，所借助

的虚拟球只不过是一种“中间产物”，它除了理论

上的价值之外并不具有实际意义。然而，理论上

的价值是重要的，如以封闭的卫星界面为边

界［１４］，选一个包含在地球内部的虚拟球，按虚拟

压缩恢复原理可得虚拟球外部的正则调和虚拟

解，它在卫星界面以外与真实场重合；在地面与

卫星界面之间，它是一种“自然延拓”，也正好与真

实场重合［１４］。然而在地球内部，虚拟解显然不能

代表真实场，因为位于地球内部的虚拟球是可以

任意选取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若论及延拓到

地球内部的解，必定存在不适定性问题，除非事先

知道介于虚拟球与地球表面之间的物质分布，而

对此种情形，有一种巧妙的办法求解整个虚拟球

外部的真实重力场，与此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利用

虚拟压缩恢复原理确定大地水准面的途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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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将另文讨论。另外，如何将虚拟压缩恢复原

理应用于实际，根据实际观测数据进行数值计算

并与其他理论比较，是有待完成的课题。

若转而研究内部边值问题，也可利用虚拟压

缩恢复思想，其基本原理与解决外部边值问题时

所应用的完全相同。比如，如果考虑传统的球谐

展开法，就会遇到收敛性问题：在内部区域接近

边界面的地方不能保证级数收敛（假定所论区域

的边界是比较复杂的简单封闭曲面）；若利用虚拟

压缩恢复原理则可严格精确求解：选一个包含了

上述内部域的虚拟球域，最终可求出一个在虚拟

球域之内正则调和的虚拟函数，当把它限定在所

论的内部域时，上述虚拟函数正好与所求解的真

实场完全一致。不过，就地球科学而言，内部边值

问题的实际意义不是很大，因而也不是地球科学

家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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