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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均衡与地形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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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５０多年来，重力均衡的理论已得到很大的发展，均衡异常与大地水准面差距在地球科学诸多学科中

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各种均衡理论及其相应的重力异常在各种文献中已作了比较和评论；不同波长地形的

重力效应，包括短波长的地形不能构成补偿也作了进一步研究。因此，在局部场中不宜用均衡补偿的方法作

山区重力点值的推估，而曾经仅用地形（高程）的数据推估珠穆朗玛峰顶上的重力倒是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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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力均衡理论及在地学中的应用

均衡理论［１１３］实际上是由地形与地下物质组

成的重力综合效应的机理解释，基本上可分为局

部均衡和区域均衡两种理论。

另一种模型是实验均衡模型或理论，它无需

对密度和深度作假设，但所计算的完全布格异常

是响应函数与地形高的乘积的积分，具有线性和

各向同性的性质，这时其反解（补偿密度）为［１４］：

Δρ（狉′，θ′，λ′）＝∫∫犺（θ″，λ″）犽（狉′，ψ′）ｄθ＝
犺（θ″，λ″）犽（狉′，ψ′） （１）

即在球的半径为狉′、经纬度为λ′、ψ′处的补偿密度

可用上式的卷积形式表示，它和θ″、λ″处的地形高

线性相关；而核函数犽（狉，ψ′）具有各向同性，它与

向径狉′及地形点到计算点之间的角距ψ′有关。

至于补偿质量的重力效应为：

犃犮（犚，θ，λ）＝犺（θ″，λ″）犉（ψ″） （２）

式中，犉（ψ″）为均衡响应函数，它是单位地形质量

负荷的重力效应。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仍

存在一定问题，如有的地区（美国）深度达到４００

ｋｍ才会得到补偿，这似乎不太合乎实际
［５］。但

不管怎样，可用式（３）代替式（１），详见文献［１４］，

这在理论上是一种创新，并为ＰｒａｔｔＨａｙｆｏｒｄ的

Δρ的表达式提供了一种广义形式：

Δρ（狉，θ，λ）＝犺（θ，λ）犓（狉，ψ） （３）

式中，犓（狉，ψ）＝犽（狉）δ（ψ）；δ（ψ）为Ｄｉｒａｃδ函数。

与Δρ＝（ρ０／犇犮）犺相比，可知犓（狉）相当于深度变

化因子。从这里可看出，ＰｒａｔｔＨａｙｆｏｒｄ补偿密度

只是实验均衡理论中的一个特殊形式。对于均衡

响应函数的一维情况［２］，有：

犚（犽）＝ （犅（犽）／犎（犽））＝∫
∞

０
Δρ（ζ）犲

－２π犽ζｄζ

（４）

式中，犽为波数；ζ为深度；犚（犽）、犅（犽）、犎（犽）分别

为响应函数、布格异常和地形的傅氏变换。

与上述不同，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均衡理论属于

区域性均衡理论。

将地壳视为一个浮于一流体上的薄板，其上

作用一负荷（地形），因此引起弹性的弯曲，而这种

弯曲效应波及周边，所以这种均衡具有区域性意

义。正是由于它顾及了地壳岩层的弹性抗弯的实

际情况，所以该理论更为适用。许多学者对外部

加载于厚度为 犎 的板（块）上的平衡方程作了推

导。如果板的密度为ρ０，其下流体的密度为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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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板面中心（原点）处有一单位质点负荷加载其

上，这时可根据弹性力学有关方程及相关常数求

出板的弯曲（狑）。经过简化，方程的解可以用

Ｋｅｌｖｉｎ函数来表示
［１５］。

设地形密度ρ０，其高程为犺，无穷小截面积为

ｄ狊，其相应的质量犿狆＝ρ０犺ｄ狊。则由全部地形引

起的弯曲（下沉量）为：

狋（狓，狔）＝ρ０
狊

犺（狓′，狔′）犳（狉）ｄ狊＝ρ０犺犳（狉）　 （５）

由此，可计算地壳厚度，且 犎＝犜０＋狋。在式（５）

中，犜０为正常地壳厚度；狋为补偿厚度，犳（狉）为单

位负荷引起的下沉量。这时，犎＝犜０＋（ρ０／ρ１－

ρ０）犺，即爱黎模式。因此，它是 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

的一个特殊形式，可把区域均衡与局部联系起来。

但从机理上讲，该理论摆脱了流体静力平衡的限

制，故后者比较合理。实验均衡理论问世后，也有

一些作者对该理论提出了异议，如构造引起的重

力效应不可能是随机的等。Ｂａｎｋｓ等将弹性薄板

理论与实验均衡的方法结合起来，使挠曲方程中

的应力项由地形和位移构成，所求的均衡响应函

数与地球内密度梯度有关，并对所求的美国地壳

下的密度扰动作了较好的解释［６］。

２　不同波长地形的重力效应

２．１　地形波长（λ）与球谐函数阶数（狀）及其相应

的重力效应

１）地球的重力场可以用球函数表达，球函数

阶数愈高，重力场的分辨率也愈高。目前，一些地

区的重力场已发展到３６００阶。由于重力场中正

常场是已知的，而反映物质不规则分布的扰动场

是未知的，对于扰动位（犜）有：

犜＝∑
犖

狀＝２

（犚
狉
）狀＋１犜狀（θ，λ） （６）

犜狀（θ，λ）＝∑
犖

犿＝０

（犪狀犿ｃｏｓ犿λ＋犫狀犿ｓｉｎ犿λ）犘狀犿（ｃｏｓθ）

（７）

式中，狉为地面一点的向径；犚 为地球平均半径；

犪狀犿、犫狀犿为位系数；λ、θ为经度和余纬；犘狀犿（ｃｏｓθ）为

勒让德多项式（其系数共为２狀＋１个）。该函数可

将球面在纬度方向上划分为狀＋１个环带、经度方

向上划分为２犿条零线，当犿＝狀时可组成２狀条

经线和狀＋１个环带组成的球面四边形。在物理

大地测量中，常将这种最高阶狀所相应的长度

π犚／狀＋１视为空间的分辨率。犚 为地球半径，犚

＝６３７１ｋｍ，当狀＝３６０时，其分辨率为０．５°。设

与之相应波长λ为其两倍，则有：

λ＝１°≈１１１ｋｍ

　　２）波长λ的另一种定义。对应于狀阶球谐

有２狀＋１个系数，而对于式（９）共有（狀＋１）２个系

数，若全球可细分为（狀＋１）２块，并设球面四边形

（方块）的边长（犔）相等，则有：

犔２ ＝
４π犚

２

（狀＋１）
２
，或犔＝

２２６００

狀＋１
ｋｍ （８）

若以相应于边长犔的一个完整的波长λ＝２犔，则

有λ＝（４５２００／（狀＋１））ｋｍ。

由上述讨论，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定义波长，其

值相当接近，很容易得到球函数阶数（狀）与波长

（λ）简单的数学关系。

该地形引起的重力效应［１６］为：

ｄ犵＝∑ｄ犵狀 ＝４π犌ρ犮∑（（狀＋１）／（２狀＋１））犺狀
（９）

从式中可以看出，当狀很小时，ｄ犵狀与４π犌ρ犮接近。

狀为零时，则有：

ｄ犵狀 ＝４π犌ρ犮犺０ （１０）

即当全球地形高度为一常数（犺０）时，它等于两倍

的布格改正；当狀很大时，上式中，

ｄ犵狀 ≈２π犌ρ犮犺狀 （１１）

就等同于布格改正。

为方便起见，现采用Ａｉｒｙ补偿模型。类似于

式（９），则补偿的重力效应为：

ｄ犵狀犮 ＝－４π犌ρ犮（（狀＋１）／（２狀＋１））（狉／犚）
狀犮狀犺狀

（１２）

犮狀 ＝１／（１＋（狀／１００）
４） （１３）

式中，狉＝犚－犜，犜＝犜０＋１／２犺＋１／２ω；犜０为正常

的地壳厚度；ρ犮＝２６７０ｋｇ·ｍ
－３；犮狀为补偿系数；

ω为补偿深度。根据以上公式，当

犜０ ＝３２ｋｍ，（狉／犚）＝０．９９５

均衡的重力效应ｄ犵狀犻＝ｄ犵狀＋ｄ犵狀犮，由式（９）、式

（１２）可得到地形和补偿引起的重力效应。

从上述及计算中可知，当狀＝２，λ＝∞时，地

形完全得到补偿，其程度为１，则均衡异常为零；

当狀＝８５，λ＝６４５ｋｍ时，补偿效应才占了地形的

一半；当狀＝６００，λ＝７５ｋｍ时，补偿为零，均衡异

常为最大；至于在波长λ＜７５ｋｍ时，更谈不上地

壳由此引起的变形，因此，在讨论尺度不大的局部

场时，就无需考虑弹性地壳的挠曲，以上结果与文

献［１７，１８］的结果一致。对于喜马拉雅山地区，无

论用哪一种均衡模式计算喜马拉雅（东侧），其均

衡异常均为正值，达１００×１０－５ｍ／ｓ２以上
［１９，２０］。

地震测深资料表明，在喜马拉雅北侧（海拔在

４５００ｍ左右）的广阔地带的厚度接近７０ｋｍ，而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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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喜马拉雅一带仅为５３ｋｍ，那里海拔平均为６

５００ｍ，依Ａｉｒｙ理论得地壳厚度为７５ｋｍ，其间相

差达２２ｋｍ。对于阿尔卑斯山山脊也有类似的结

果。由此说明了山愈高并非地壳愈厚，且两者的

差异甚大。此外，作者根据若干个野外标本测试，

其密度与惯用的约２６７０ｋｇ／ｍ
３一致，其值的接

近也证实了山愈高并非密度愈小［２１］。

２．２　剖面情况下不同波长地形的重力效应

对于Ａｉｒｙ模型，设地形高为狓的函数
［２２］：

犺（狓）＝犺０ｅ
ｉ犽狓 （１４）

式中，犺０及波数犽（犽＝２π／λ）为常数，补偿深度为：

狋（狓）＝ （ ρ
犮

ρ狀－ρ犮
）犺０ｅ

ｉ犽狓 （１５）

令狕＝０时，σ＝ρ犮犺（狓）；当狕＝犎 时，σ＝（ρ犮－ρ犿），

狋（狓）＝－ρ犮犺（狓），而相应均衡异常为：

犵（狓，ζ）＝２π犌ρ犮犺０ｅ
ｉ犽狓ｅ－犽ζ［１－ｅ－

犽犎］ （１６）

式中，ζ为重力点的高程；犎 为均衡深度。

设犽犎１，则波长λ地壳厚度，且ｅ
－犽犎
≈１，

故犵（狓，ζ＝０）＝０，此时地壳处于均衡状态，即地

形完全得到补偿。但当犽犎１，波长地壳厚

度，ｅ犽犎→０，故犵（狓，ζ＝０）→２π犌ρ犮犺（狓），此即为布

格（板）重力效应，这时地壳处于非均衡状态，即地

形得不到补偿。因此对于短波长乃至甚短波长的

地形而言，不须顾及补偿效应，否则会引起畸变，

这时地形与空间异常相关。此结论与上述球函数

结论相同。文献［１３］对Ｐｒａｔｔ模型也作了讨论，

其结论与上述基本一致。

２．３　抗弯刚度在均衡研究中的作用

抗弯刚度犇是地壳的一个重要性质，由它可

以描述地壳（板块）受载荷后的弹性形变。定义：

犇＝
犈犎３

１２（１－μ
２）

（１７）

式中，犈为弹性模量；μ为泊松比（一般为０．２５）；

犎 为板的厚度。显然，犇 与厚度犎３和弹性模量

成正比。刚度犇 在研究地壳弯曲中有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据研究，海洋地壳刚度在７．０×１０２１～

１．０×１０２４Ｎｍ之间，而陆地与之接近。如果地表

的高度犺呈下列变化：

犺＝犺０ｓｉｎ２π
狓

λ
（１８）

式中，犺０为其最大振幅。对于这一荷载于弹性（严

格而言为粘弹性，但此处仅考虑为弹性）地壳上引

起的挠曲可由文献［１７，２４］得到，其最大挠曲为：

犠０ ＝
犺０

ρ犿

ρ犮
－１＋

犇

ρ犮犵

２π（ ）λ
４

（１９）

式中，犠０是波长λ的函数；（犇／ρ犮犵）
１／４为折合长

度。

１）当λ２π
犇

ρ犮（ ）犵
１
４

，则犠０犺０，即受载波长

远远小于折合长度，这时地壳几乎不会产生弯曲，

即无补偿。

２）若λ２π（犇／ρ犮犵）
１／４，则犠 ∞ ＝

ρ犮犺０

ρ犿－ρ犮
，亦

即波长为极大的载荷似乎无刚度可言，地形完全

处于补偿，而犠０＝４．４５犺０，此即为 Ａｉｒｙ的补偿

深度。其中取ρ犿＝３２７０ｋｇ·ｍ
－３，ρ犮＝２６７０ｋｇ

·ｍ－３，取犆＝狑０／狑∞则有：

犆＝ ρ犿 －ρ０

（ρ犿 －ρ０）＋
犇

犵

２π（ ）λ
４

（２０）

由此可看出，波长（λ）与补偿之间关系十分密切。

在式（１７）、式（１９）中取 犎＝３２ｋｍ，犈＝７０

ＧＰａ，μ＝０．２５，以及上述的ρ犮、ρ犿值，当犆＝０．５

时，λ＝５３０ｋｍ，亦即如此波长的地形可得到５０％

的补偿，小于此波长的基本上为具有刚度的地壳

所支撑，比此小得更多的波长几乎全为地壳支撑，

而波长比此大一倍的地形，才基本上得到补偿。

地壳的弯曲受其刚度所控制，在相同载荷的条件

下，弯曲刚度越大，其弯曲越小。图１是夏威夷海

盆的洋壳在不同刚度下作用［２３２４］，以

狑＝狑０ｅ
－狓／犪 ｃｏｓ（狓／α）＋ｓｉｎ（狓／α［ ］） （２１）

表示的图形，阴影为取海水后引起的弹性板块随

刚度的不同而引起的弯曲，α为挠曲参数，此处约

为６５ｋｍ。

图１　不同刚度的洋壳受负荷后的弯曲

Ｆｉｇ．１　Ｓｈａｐｅ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ＢｅｎｔＰｌａｔｅｓ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根据王勇、许厚泽（１９９６）对青藏高原等地的

计算，波长大于１０００ｋｍ的地形负荷基本上为局

部所补偿，波长在几百ｋｍ到１０００ｋｍ的地形负

荷部分由局部所被偿，部分由地壳强度所支

持［７，１１，１８］。他们都认为，波长小于１００ｋｍ的地形

负荷，基本上为具有强度的地壳所支撑［５］，而在小

于５０ｋｍ范围的地形负荷几乎完全为地壳所支

撑。因此，用均衡的方法作邻近重力点的推估或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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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插是不恰当的。

３　用短波长地形推估珠峰重力值

基于以上分析，长波长地形不适宜于珠峰重

力值推估，且在局部地区空间（重力）异常与地形

相关得很好，故可利用重力与地形高的数据作推

估。笔者选取１２个重力点，分别分布在珠峰周围

的７．５′×７．５′范围之内，其中３个点位于珠峰的

西南，其余９个点均在北坡，分别位于珠峰的西

侧、北侧和东北侧。离珠峰最近的为１．９ｋｍ，最

远的为１０．２ｋｍ。这些测点大都分布在冰川附近

或登山的路线上，最低点的高程为５１２０ｍ，最高

点达７７９０ｍ，其中３个点来源于文献［２５］，另９

点由笔者测量和收集。基于上文分析和文献［２６

２７］模型计算曾根据以下４种方法对珠峰重力值

作了推估：① 与高程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② 经

广义布格异常改化后的拟合推估方法；③ 只顾及

近处测点的平均异常与平均高程的推估；④ 由最

近点顾及地形效应的推估方法。以上４种方法中

有一个共性，即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高程（差）或地

形的数据。

总的来说，上述推估结果甚为理想，取其平均

值Δ犵
犙
犉＝５３５×１０

－５ｍ·ｓ－２作为推估的结果。上

述４种推估方法求得的平均值的中误差为：

１

１２
（１４２＋１６

２
＋６

２
＋６

２［ ］）
１／２

＝±６．６×１０
－５ｍ·ｓ－２

　　依１９８０年正常重力公式可计算正常重力值

γ０＝９７９１７１×１０
－５ ｍ·ｓ－２，在顾及重力新归系

统偏差－１３．５×１０－５ｍ·ｓ－２后，则在国家重力网

８５系统的重力值为（９７６９７０±７）×１０－５ｍ·ｓ－２。

若与文献［２９］的重力值９７６８８３×１０－５ｍ·ｓ－２比

较，其差值为８７×１０－５ ｍ·ｓ－２，对高程的影响达

０．７７ｍ，故在推求珠峰高程时会受到影响。

４　结　语

１）地壳具有弯曲刚度，理论与实际表明，只

有当波长很大的情况下，地壳才可能得到补偿。

２）对于喜马拉雅造山带，那里存在大于１００

×１０－５ｍｓ－２的均衡异常，地壳没有得到均衡，即

使以ＰｒａｔｔＨａｙｆｏｒｄ均衡模型计算，其补偿密度

可达２００ｋｇ／ｍ
３，这与实际情况也不相符合。

３）为推估珠峰重力值，本文采用的４种方法

互差不大，该值为（９７６９７０±７）×１０－５ ｍｓ－２，这

对待求重力且难以到达的山峰进行重力推估以至

大地水准面和正高的推求都很有意义。

４）从理论上讲，ＶｅｎｉｇＭｅｉｎｅｓｚ均衡模型比

较合理，但其折合长度偏小，这是否与所设的挠曲

刚度偏小有关，对此仍需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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