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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地球重力场基本理论出发，推导了重力垂直梯度计算的数值积分公式，并利用由多颗测高卫星联合

反演的２′×２′海洋重力异常资料，解算了西太平洋海域重力垂直梯度。将计算所得的重力异常垂直梯度与现

有资料进行比较，其差值均方根为±１０．０８Ｅ，表明两者精度相当。此外，还对差值大小和空间分布进行了深

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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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卫星测高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得到空

间大范围高精度、高分辨率的重力异常以及大地

水准面资料［１～２］。根据大地水准面的起伏和长波

自由空气异常反演地球内部密度分布及与其相关

的地球内部结构和动力学过程，为研究地球重力

场大尺度异常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利用这些

资料已经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关于地球内部结构

的认识。大地水准面的起伏与异常源的距离成反

比，重力异常与异常源的距离平方成反比，而重力

垂直梯度则与异常源距离的立方成反比。假若长

波大地水准面的起伏和自由空气异常与地球深部

的密度异常有关，则长波重力垂直梯度异常可能

会提供有关上地幔结构的重要信息。同时重力垂

直梯度也是自由空气校正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参

数。由于重力异常垂直梯度在解决和解释地球表

层地质和地球物理问题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因而

知道大地水准面上的重力垂直梯度分布是非常必

要的［２～５］。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重力垂直梯度进行了许

多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如利用地形数据确定重

力异常垂直梯度的方法［６～７］，并用以确定珠穆朗

玛峰的高程［８］；计算了ＧＥＭ１０Ｂ地球物理模型在

中国近海及其邻域的分布［１］；对重力梯度张量进

行球谐分析并进行了卫星重力梯度测量的研

究［９～１０］。虽然绝对重力梯度仪的测量精度可以

达到０．０１Ｅ（Ｅｔｖｓ，１Ｅ＝１０－９／ｓ２），但受客观条

件限制，如何获得高分辨率和高精度的海域重力

垂直梯度仍然是一个研究难题。

本文根据最新的卫星测高重力异常资料，计

算了西太平洋海域（１００°～１４５°Ｅ，０°～４５°Ｎ）２′×

２′重力垂直梯度的空间分布，并对所得结果进行

了初步分析。

１　测高重力垂直梯度的计算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现的海洋卫星雷达测高技

术，可精密测定全球海洋平均海平面的大地高。

结合海面地形资料，即可确定海洋大地水准面高，

进而解算海域重力异常，恢复海洋重力场。卫星

测高技术经历了不断改进和完善，技术和性能已

趋成熟，测高精度目前已达ｃｍ级。与实际船测

重力异常数据相比，测高重力异常推算精度优于

±１０ｍＧａｌ
［１～２］。

Ｓａｎｄｗｅｌｌ利用现有卫星测高数据计算了全

球海洋２′×２′重力异常的分布。最新发布的重力

异常资料（Ｖ１１．３）特别针对近海区域卫星测高观

测质量普遍较差的问题，采用波形重构的方法重

新计算了近海区域海面高数据，从而提高反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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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异常的整体精度。

大地水准面上的重力垂直梯度由正常重力垂

直梯度和重力垂直梯度异常两部分组成［１１］：

犵
犺
＝
Δ犵
犺
＋
γ
犺

（１）

式中，犵为大地水准面上重力值；Δ犵为重力异常；

γ为正常重力。

地球扁率平方项的正常重力垂直梯度为［１１］：

γ
犺
＝－
２γ犲
犪
１＋α＋

ω
２犪

γ犲
＋
５ω

２犪
２γ犲

－３（ ）αｓｉｎ２｛ ｝φ
（２）

式中，γ犲为赤道上的正常重力值；ω、犪分别为地球

自转角速度和赤道半径；α为扁率；φ为纬度。

考虑大地水准面的球面近似，重力异常Δ犵

可以展开为球谐函数的级数形式：

Δ犵（狉，θ，λ）＝∑
∞

狀＝０

犚（ ）狉
狀＋２

Δ犵狀（θ，λ） （３）

式中，狉、θ、λ为计算点的球坐标；犚为地球的平均

半径。

将级数式（３）对狉进行微分，因在大地水准面

上，球近似相应于狉＝犚，故有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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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满足布阿桑积分式［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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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球面上定义的任意谐函数，都有下式成立［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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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犾０为球面上两点之间的距离。

因此，式（４）可化简为：

Δ犵（狉，θ，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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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犵犘是相应于固定点犘 的重力异常；犾０ 为犘

点到变动面元的空间距离，以角距ψ可表达为：

犾０ ＝２犚ｓｉｎψ
２

（８）

式（７）是以重力异常本身来表达重力异常梯度的。

因为被积函数依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小，故在此

公式中，只需将积分扩展到犘 点的邻近即已足

够，其离散化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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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φ、λ分别代表球面点的纬度和经度；Δφ、Δλ

分别表示狆，狇两点之间纬度差和经度差。

另外，考虑到因地球扁率的影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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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式（１）可表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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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１）即为推导的求解海域重力垂直梯度数值积

分公式。

２　西太平洋海域重力垂直梯度

由式（１１），利用最新测高重力异常资料，笔者

计算了西太平洋海域（１００°～１４５°Ｅ，０°～４５°Ｎ）２′

×２′的重力垂直梯度分布（ＩＧＧ２００４）。实际计算

中，积分半径取为５００ｋｍ，其空间分布如图１所

示。由于重力垂直梯度相对重力异常来说，包含

图１　中国海及邻域测高重力垂直梯度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ｎｄＩｔｓＶｉｃｉｎｉｔｙ

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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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频信息，因此，从图形上来说不如重力异常清

晰。重力异常垂直梯度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实际地

球并非均质成层分布的，地表地形、地物、测点周

围物质密度的不均匀等都会对重力垂直梯度产生

直接影响。由于剩余密度为正的异常源产生负的

重力垂直梯度异常，剩余密度为负的异常源产生

正的重力垂直梯度异常，且异常的大小与异常源

深度的立方成反比［１］。从图１可以看出，西太平

洋海域重力垂直梯度分布具有明显的大地构造特

征，其值分布大体上与重力异常的分布呈反相。

沿着冲绳海槽经吕宋海峡至菲律宾海外侧存在一

狭长的负重力垂直梯度异常带。这可能是由于菲

律宾海板块俯冲到欧亚板块之下，产生较大的正

剩余密度而造成的。另外，沿菲律宾海板块与太

平洋板块边界，也存在一条明显的重力垂直梯度

异常带。特别是在马里亚纳海沟附近存在一条正

重力垂直梯度异常带，而在该正异常带右侧存在

一负重力垂直梯度异常带，这可能与该区域复杂

的地质构造和板块运动有关。

为了验证结果的准确性，笔者将计算所得的

重力异常垂直梯度与２０００年 Ｗａｎｇ发布的２′×

２′重力异常垂直梯度资料ＧＳＦＣ００＿ＤＧＺ进行了

比较，表１列出了比较的统计结果。

表１　中国海及其邻域重力异常垂直梯度资料统计特性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ａｎｄｉｔｓＶｉｃｉｎｉｔｙ

数量 最小／Ｅ 最大／Ｅ 平均／Ｅ中误差／Ｅ

ＧＳＦＣ００＿ＤＧＺ １１５１１３３－２２９．６３ １５２．６３ 　０．７０ ±１８．４４

ＩＧＧ２００４ １１５１１３４－２３７．７７ １６９．６９ 　０．５３ ±１９．７９

ＩＧＧ２００４ＧＳ

ＦＣ００＿ＤＧＺ
１１５１１３３－１６５．２９ １７０．７６ －０．１４ ±１０．０８

　　由表１所列比较统计结果可看出，在整个研

究区域内，本文计算的重力异常垂直梯度与

Ｗａｎｇ发布的重力异常垂直梯度 ＧＳＦＣ００＿ＤＧＺ

相比，中误差仅为±１０．０８Ｅ。两者差值分布直方

图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看出，整个差值呈正态

分布，差值主要集中分布在－３０Ｅ～３０Ｅ之间，

约占总数的９８．３４％，－１０Ｅ～１０Ｅ之间的差值

约占总数的７９．６８％。这也从另一角度验证了本

文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图３绘出了ＩＧＧ２００４重

力异常垂直梯度与ＧＳＦＣ００＿ＤＧＺ重力异常垂直

梯度差值超过３０Ｅ部分的空间分布图，绝对值较

大的差值大多分布在近海岸和浅海区域。究其原

因，可能是由于卫星测高资料在这些区域观测质

量不高而导致卫星测高重力异常在这些区域精度

有所降低所致［１３］，这也是今后需要完善和改进的

方向。

图２　ＩＧＧ２００４重力异常垂直梯度与 Ｗａｎｇ

重力异常垂直梯度差值分布直方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ＧＧ２００４ａｎｄ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ＧＳＦＣ００＿ＤＧＺ

图３　重力异常垂直梯度ＩＧＧ２００４与ＧＳＦＣ００＿ＤＧＺ

比较差值超过３０Ｅ部分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３０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ＧＧ２００４ａｎｄＧＳＦＣ００＿ＤＧＺ

３　结　语

西太平洋海域重力垂直梯度分布图（图１）清

晰地显示出了大地构造特征。重力梯度带清楚地

显示出大断裂的水平位置，将所得重力异常垂直

梯度与现有资料对比，两者能够较好地吻合。从

重力垂直梯度的分布图中可以看出，沿着菲律宾

海板块边缘存在明显的狭长重力垂直梯度异常

带，此重力垂直梯度异常带同时也是一条强烈的

地震活动带，大小地震密集分布在这一狭长区域

附近，这也反映了该板块边缘复杂的地质构造。

由于ＧＳＦＣ００＿ＤＧＺ系以大地水准面起伏和

它的一阶、二阶水平方向的导数表达重力异常垂

直梯度，采用数值微分的方法来计算，并不是实际

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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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值。因此本文计算结果仍需进一步的验证。

未来可以考虑与航空重力梯度测量和卫星梯度仪

实际测量数据作比较。另外，在计算重力垂直梯

度时，重力异常数据的误差、环带的划分对计算结

果的影响等相关问题仍需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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