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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测高重力梯度异常反演中国南海海底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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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位理论和挠曲均衡补偿理论，推导了重力梯度异常垂直分量与海深之间的关系。利用Ｇｅｏｓａｔ、

ＥＲＳ１／２、Ｔ／Ｐ、Ｊａｓｏｎ１、ＥｎｖｉＳａｔ１卫星测高数据计算得到的南海海域重力梯度异常垂直分量，采用ＦＦＴ求解

法，反演了南海海域的海底地形，并与ＬＤＥＯ船测海深数据进行了比较，两者之差的ＲＭＳ较大，在大于５０００

ｍ的海域达到了５９５．１ｍ。

关键词：重力梯度异常垂直分量；海底地形；中国南海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９．１；Ｐ２２８．３

　　自１９７８年测高卫星Ｓｅａｓａｔ发射升空以来，

通过卫星测高技术建立海深模型的研究也随之开

展［１５］。目前，利用卫星测高资料反演海底地形大

都基于海洋重力异常与海深平方之间的近似线性

关系，采用ＦＦＴ技术求解。为在一定程度上剔除

由于地壳和地幔密度差异或地壳厚度差异所引起

的那部分重力异常，采用上述方法进行海深反演

时必须考虑均衡补偿效应，采用一定的均衡模型。

由于重力梯度垂直分量受海深变化引起的局部质

量变化影响，利用重力梯度垂直分量进行海深反

演毋须采用均衡模型。本文研究旨在建立重力梯

度垂直分量与海深之间的近似线性关系，并通过

具体算例和数值分析证明该方法的可行性。

１　海水质量亏损引起的重力梯度异

常垂直分量与海深的关系

　　根据位理论知识，可以很容易得到，计算点

犘（φ，λ，狉）处由海水质量亏损引起的重力变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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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１）求导可得由于海水质量亏损而引起

的重力梯度异常垂直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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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上犣犘＝０，式（２）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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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阶近似下，式（４）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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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犺＝犺－犺，为海深和局部海深平均值之差。

式（６）表明，由于向上延拓的原因，δ犵狕 比海深平

滑。众所周知，重力梯度异常是个粗糙场，相比较

而言，海深场显得更加粗糙。这使得由重力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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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反演得到的海深极不稳定。为使反演的结果

稳定，有必要对数据进行适当的平滑或过滤。

利用垂直重力梯度异常进行海深反演毋须采

用均衡模型。当然，上述方法基于以下假设：①海

底地形质量密度为常数；②补偿质量对重力梯度

异常的贡献不明显，可忽略不计；③海洋地壳质量

异常对垂直重力梯度的贡献可忽略不计。

２　重力梯度异常垂直分量的计算

海洋表面上的空间重力异常Δ犵为：

Δ犵＝犵０－γ０ ＝ （γ０－δ犵＋δ犵犐＋δ犵犿）－γ０

（７）

即 Δ犵＝－δ犵＋δ犵犐＋δ犵犿 （８）

式中，犵０和γ０分别为海洋表面重力（观测）值和参

考椭球面正常重力值；δ犵为海水质量亏损产生的

重力异常，应为负值；δ犵犐为洋壳下的反山根盈余

质量产生的重力异常，应为正值；δ犵犿为洋壳质量

异常（偏离正常值２．６７ｇ／ｃｍ
３）产生的重力异常。

将式（８）对狕方向求导，可得：

Δ犵狕 ＝－δ犵狕＋（δ犵犐＋δ犵犿）狕 （９）

式中，Δ犵狕为空间异常梯度的垂直分量；δ犵狕为海

水质量亏损产生的重力梯度异常垂直分量；（δ犵犐

＋δ犵犿）狕为均衡补偿和地壳质量异常产生的重力

梯度异常垂直分量。重力梯度对局部质量变化比

较敏感。由于均衡补偿和地壳质量异常引起的重

力梯度在向上延拓至海面的过程中迅速减小，因

此，（δ犵犐＋δ犵犿）狕在海面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式

（９）可以简化为：

δ犵狕 ≈－Δ犵狕 （１０）

　　δ犵狕可通过高分辨率的海洋大地水准面计算

得到，略去扰动重力与空间重力异常之微小差别，

根据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有：

δ犵狕 ≈γ０犖狕狕 ＝－γ０（犖狓狓 ＋犖狔狔） （１１）

式中，犖狓狓、犖狔狔、犖狕狕分别为海洋大地水准面在３

个坐标轴方向上的二阶导数。

３　反演方法

对式（６）进行傅立叶变换，得到：

Δ犎 ＝犉
－１｛犳犌狕犣

－１（ω）｝ （１２）

式中，犉－１是二维傅立叶变换的逆过程。由于求

逆过程极不稳定，所以必须对其采用正则化或平

滑技术：

Δ犎 ＝犉
－１｛犳犌狕犣

－１（ω）狑（ω）｝ （１３）

式中，狑（ω）为平滑滤波器，其目的是控制重力梯

度误差对反演结果的影响。

４　数值结果分析

为得到南海区域的重力梯度异常垂直分量，

首先利用 Ｇｅｏｓａｔ、ＥＲＳ１／２、Ｔ／Ｐ、Ｊａｓｏｎ１、Ｅｎｖｉ

Ｓａｔ１卫星测高数据采用垂线偏差计算大地水准

面的方法求解了高分辨率的海洋大地水准面，然

后采用式（１１）计算得到了南海海域重力梯度异常

垂直分量。理论上，重力梯度异常垂直分量变化

比较复杂，海深变化更加复杂。因此，在计算前，

应对重力梯度异常垂直分量进行适当的平滑［４］。

经多次实验，本文采用了４０ｋｍ的低通高斯滤波

对重力梯度异常垂直分量进行了平滑。在反演海

深的过程中，考虑到计算速度和效率，采用了

ＦＦＴ技术求解，结果见图１～３。

图１　海水质量亏损引起的重力

梯度异常垂直分量分布图／Ｅ

Ｆｉｇ．１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ＤｕｅｔｏＭａｓｓ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ＯｃｅａｎＷａｔｅｒ

　　　　

图２　反演海深模型／ｍ

Ｆｉｇ．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ｃｅａｎ

ＤｅｐｔｈＭｏｄｅｌ
　　　　

图３　反演海深模型

与ＥＴＯＰＯ２差值分布图／ｍ

Ｆｉｇ．３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ＴＯＰＯ２ａｎ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ｃｅａｎＤｅｐｔｈＭｏｄｅｌ

　　将反演结果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ＬＤＥＯ船 测海深数据相比较，结果见表１。

４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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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反演海深模型与犔犇犈犗船测海深比较结果／ｍ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ＤＥＯａｎ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海深范围 点数 ＲＭＳ ＳＴＤ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４０３３ ４４７．８ ４３３．０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２０８６０ ４６３．４ ４５１．８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２４９１８ ３４９．６ ３４４．３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２９７３４ ３５２．３ ３２４．３

＞５０００ ７８９２ ５９７．１ ５９５．１

５　结　语

本文利用卫星测高反演得到的重力梯度异常

垂直分量，采用ＦＦＴ求解法反演了南海海域的海

深模型，并与ＬＤＥＯ船测海深数据进行了比较，

反演结果较文献［３］综合利用卫星测高重力异常、

船测海深数据、ＥＴＯＰＯ５海深模型以及ＧＭＴ海

岸线数据采用向下延拓、线性回归以及数据融合

方法反演的结果差。究其原因，笔者认为，由于大

陆漂移和海底扩张，南海的海底地形非常复杂，单

纯依靠卫星测高数据很难得到准确、精细的海底

地形信息。因此，必须进一步综合考虑各种海洋

信息因素，联合其他地球物理数据，采用最小二乘

配置法才能得到更加精细和准确的海底地形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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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ＤＥＯｏｃｅａｎｄｅｐｔｈ．Ｔｈ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ＬＤＥ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５９１．７ｍｗｈｅｎｏｃｅａｎｄｅｐｔｈｉ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５０００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ｓｅａｆｌｏｏｒ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ＵＹｕｎｓｕｎ，Ｐｈ．Ｄ，ｓｅｎｉｏ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ＧＰＳａｎ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ｙ．

Ｅｍａｉｌ：ｗｕｙｕｎｓｕｎ＠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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