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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卫星重力、大地水准面观测结果，对表示地球形状的大地水准面异常进行了不同阶次的球谐函数

计算和分析，发现２～６阶大地水准面异常表现出了地球双重非对称的基本形状，而高于６阶的大地水准面异

常只表示了地球形态的局部变化特征。另外，采用阻尼最小二乘方法，利用全球地震层析成像资料和大地水

准面异常资料联合反演了三维全球地幔密度异常。结果显示了地幔密度异常不仅在横向上，而且在纵向上也

存在着明显的不均匀性。对比分析低阶大地水准面异常和地幔密度异常结果表明，地球形状非对称性主要是

由下地幔的物质密度不均匀引起的。

关键词：大地水准面；地震层析成像；地幔密度异常；地球形状；非对称性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７；Ｐ２２３

　　地球作为在宇宙中旋转运动的一颗行星，总

体上是一个几何对称的椭球体。然而它的全球构

造特征却具有一种特殊形式的对称性———反对称

性，其涵义是全球尺度区域的构造在空间位置、几

何形态上是相互对称的，而在构造特征方面是相

反的［１］。地球表面面积的２９．２％是大陆，其余

７０．８％被大洋覆盖，６５％以上的陆地集中在北半

球。因此北半球是陆半球，南半球是海半球。北

极与南极之间呈现突出的反对称性：南极洲大陆

集中在南极上，并为大洋包围；而北极则位于北冰

洋中，几乎全被陆地包围，从宇宙看地球，大陆环

绕北极分布。全球的中、新生代造山带的３／４集

中在北半球，大部分地震活动也发生在北半球。

１９０４～１９８０年全球共发生８级以上地震６１次，

其中４５次发生在北半球；全球大陆内部７级以上

大地震几乎全都发生在北半球，而且集中在北纬

２０°～５０°的环带上。根据２００１年３月ＩＥＲＳ公布

的全球近６００个ＧＰＳ站、ＳＬＲ站及ＶＬＢＩ站的站

坐标、速度及它们的误差估计，得到地球的现今非

对称变形表明，以赤道为界，北半球目前仍处于挤

压变形中，而南半球则处于扩张变形中［２］。

大地水准面是描述地球形状以及地球内部物

质分布的物理量，对于大地水准面异常和地球内

部密度进行研究可以了解地球的形状及其形成的

动力学背景。长期以来，重力、大地水准面异常是

研究地球内部的密度不均匀的最直接的数据。由

于反问题的不惟一性，当直接使用重力模型数据

去反演地球内部密度分布时，其结果的可靠性受

到很大的限制。近年来地震层析成像技术已取得

了大量的成果，这些结果对于重力方法反演地球

内部物质密度给予了重要的支持和约束。因此，

联合重力、地震资料反演地球内部密度将会大大

提高解的可靠性［３］。

１　低阶大地水准面形态

大地水准面异常的球谐展开级数形式可以表

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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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犚为地球平均半径；狀为重力位球谐函数阶

数；犆狀犿、犛狀犿为重力位系数；珚犘狀犿（ｃｏｓ）θ为归一化的

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多项式；θ为地球余纬；λ为地球经度；γ

为地球重力平均值。由式（１）可以得到不同阶次

的大地水准面异常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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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阶的大地水准面起伏占整个地球大地

水准面起伏的８０％，它反映的是地球深部长波长

的物质不均匀［４，５］。本文利用２～６阶卫星重力位

系数计算了低阶大地水准面异常，绘制了地球基

本形状图形，如图１所示。再增加卫星重力位系

数的阶数，取２～３６０阶系数计算大地水准面异

常，绘制的地球形状图形与图１形态差别不大，只

是局部形态略有变化。

图１　低阶地球形状

Ｆｉｇ．１　ＬｏｗＤｅｇｒｅｅＥａｒｔｈＳｈａｐｅ

图１（ａ）是沿地球经度线０°～１８０°的纵切剖

面，图１（ｂ）是沿地球经度线９０°～２７０°的纵切剖

面。由图１可见，地球形状南半球与北半球存在

明显的差异，南半球扩张，北半球收缩。北纬２０°

～５０°的环带收缩较为明显，这正是全球地震构造

系统的大陆地震构造带的位置所在。另外，东西

半球形态也是非对称的，在西半球有一斜向收缩

环带存在。Ｈａｇｅｒ
［４］等的研究发现下地幔Ｐ波速

度异常与２～６阶长波长大地水准面起伏有很强

的相关性，认为核幔边界起伏和下地幔密度异常

是影响长波长大地水准面起伏的主要因素。因

此，可以认为地球的基本形态也是由下地幔的物

质分布以及核幔边界起伏所决定的。

２　全球地幔密度分布的非对称性

地幔密度异常结构是研究地幔演化及动力学

研究的基础，而大地水准面异常是与地球内部密

度联系最紧密的观测量。在利用大地水准面研究

地球某一深度或尺度范围内的物质不均匀性时，

必须从大地水准面中提取与研究目标相对应的信

息。对大地水准面有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地球

内部物质密度不均匀和由于地幔对流产生的物质

形变面（核幔边界起伏、岩石圈底面、莫霍面、沉积

层底面和地表地形）［６］。因此，本文利用扣除地

形、莫霍面、岩石层底面及核幔边界起伏对大地水

准面的贡献得到的剩余大地水准面异常来反演地

幔物质密度。由于重力反演的不惟一性，在反演

过程中必须利用其他的地球物理资料进行控制。

地震Ｓ波速度包含有丰富的密度信息，在重力反

演地球内部密度分布时可以利用地震Ｓ波速度进

行约束。由于地震波与密度间的转换关系受到诸

多因素的影响不能精确确定，且地震波速的观测

本身也存在误差，由地震波速直接转换得到的密

度与地球密度的真值有一定的偏差。但是，作为

重力反演的初始模型和约束条件是十分有意义

的。首先利用Ｓｕ给出的全球１２阶地震层析成像

结果［７］及文献［８］中给出的地震波速与密度间转

换的经验表达式得到地幔密度异常的初始模型，

再利用重力反演来修正初始密度模型。反演过程

中，限定重力反演密度值不能偏离地震转换密度

的２０％，以避免重力反演结果远离真实地球模

型，但也会导致反演结果的中误差略大。

把模型响应犳和模型参数θ的关系表示为：

犳１ ＝犪犻犼θ犼 （２）

式中，犪犻犼为参数核（犻＝１，２，…，犿；犼＝１，２，…，狀），

犳为模型响应，θ为模型参数，即

犉＝犃θ （３）

其中，犃＝［犪犻犼］犿×狀。利用阻尼最小二乘法解方程

（３），得到修正向量犡的解为
［３］：

犡＝ （犃
Ｔ犃＋β犐）

－１犃Ｔ犅 （４）

其中，犅为初始模型响应犉 与实际观测数据犇 之

间的误差向量，犅＝犉－犇。

反演计算时，将全球划分成１０°×１０°的网格，

又将地幔沿径向划分成３００ｋｍ、６００ｋｍ、１０００

ｋｍ、１５００ｋｍ、２０００ｋｍ和２８００ｋｍ的６个球

面。这样，整个地幔被分成３６×１８×６各块体，并

假设在每一个块体内的密度是均匀的。利用式

（４）进行反演可以得到全球地幔密度异常。经过

４次迭代反演得到了全球地幔密度异常结果，反

演得到得最终结果正演计算与卫星大地水准面的

差小于２ｍ。

全球地幔密度异常（图２）显示，地幔密度变

化较大。地幔密度异常不仅在横向上，而且在纵

向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均匀性。对 上 地 幔

（图２（ａ）、２（ｂ）），全球主要大陆下密度较高，南美

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陆下密度异常最高，可达

０．０１６ｇ／ｃｍ
３。大洋下为低密度异常区，这些低密

度异常区的走向恰好与大洋中脊走向相吻合。该

深度上存在三个醒目的低密度异常区，最低处位

于印度洋，其中心在北纬０°，东经８０°处，异常值

为－０．０１２ｇ／ｃｍ
３。另外两处分别位于太平洋及

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接部位。南、北极密度异常

完全不同，南极为正密度异常，北极为负密度异常。

９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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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太平洋构造环绕太平洋边缘，与火山、海沟、岛弧

和海岸山脉相伴随，总长近４００００ｋｍ。对下地幔

（图２（ｃ）、２（ｄ）、２（ｅ）、２（ｆ）），密度异常显示几乎所有

的大陆下部为正密度异常区，但非洲大陆为一幅

值巨大的低密度异常区。太平洋下为宽广的低密

度异常区，而印度洋南部和北部密度都高。全球

地幔密度异常显示出明显的南北半球的非对称

性，并与板块构造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全球主要大

陆下地幔密度较高，海洋区域地幔密度较低且沿

大洋中脊密度低的情况更为显著。密度异常形态

特征与全球地震层析成像结果［８，９］基本一致，高

密度区对应高速区，低密度区对应于低速区。意

味着北半球地幔较冷、密度高；南半球偏热、密度

低。利用地幔密度异常结果计算地球质心位置，

发现地球的质量中心与地球中心不重合，而是偏

向北半球３５３ｍ。

图２　全球地幔密度异常分布／（ｇ·ｃｍ
－３）

Ｆｉｇ．２　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ｎｔｌ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ｇ·ｃｍ
－３）

３　地球非对称的动力学解释

本文基于重力大地水准面异常以及联合地震

层析成像模型反演得到的地球形状和地幔密度分

布异常结果，认为地幔的总体密度异常质心偏离

标准地球中心。质心偏向于北半球，显示了地幔

密度异常的非对称性分布。这一分布特征不仅与

地球表层板块构造相关，而且与地幔深部物质分

布和热状态相关。上地幔高密度区出现在西太平

洋、大西洋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东印度洋，

这些地区可能是最古老的较冷的上地幔区；低密

度区出现在北美西部、东太平洋隆起、东南亚、印

度洋以及非洲裂谷、红海、亚丁湾，这些地区是热

洋脊或活动裂谷，都处于引张状态。空间大地测

量得到的地球的现今非对称变形表明，以赤道为

界，北半球目前仍处于挤压变形中，而南半球则处

于扩张变形中［２］。而下地幔的密度格局与大地水

准面相似，北半球是高密度区，代表较冷地幔；南

半球是低速区，代表较热地幔，与地球表层构造运

动及热流分布的南北半球反对称一致。这说明下

地幔南北半球密度和热状态的差异可能是导致一

系列南北半球反对称表现的动力学基础。

由图１（ｂ）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球的形状以大

西洋为中心的０°半球和以太平洋为中心的１８０°

经线半球呈明显的反对称性。０°半球区域以膨

胀、扩张为主，１８０°半球以挤压、收缩为主。岩石

圈板块运动具有明显的定向性，北半球岩石圈相

对于热点系总体是向西漂移旋转的，特别是向西

运动的西太平洋板块具有最大的相对运动速度，

显示了岩石圈与地幔之间东西向相对运动［１０］。

地球磁场的长期变化图和非偶极场的地磁图中都

有向西漂移的现象，表明地幔绕地轴转动比外地

核快。在总体东西向的相对运动过程中，岩石圈

移动快的西部与移动慢的东部之间发生洋脊或大

陆裂谷类的张裂，在移动慢的西部与移动快的东

部两部分之间发生碰撞、俯冲；在经向构造阻挡体

的西侧造成挤压和强应力区，在其东侧则出现伸

展和相对的弱应力区，这正是全球构造中的东西

反对称现象。

南北半球地幔热状态的差异，岩石圈、地幔、

地核之间在同向自转运动中角速度的差异以及三

者彼此间耦合程度的差异是地球整体反对称现象

的动力源，它们自身以及彼此的消长与联合作用，

导演着在岩石圈这个巨大的球面舞台上全球尺度

的构造运动及应力场格局的发展与变化。现代地

球动力学研究结果认为，地球内部的热力学、重力

位能差异及化学过程是地球动力演化的主要驱动

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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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种内部动力作用与地球自转、地球内部结构

的非均匀性相符合，造成了现今地球表层的构造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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