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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重力梯度测量探测海底障碍地形的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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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重力梯度测量对海底障碍地形探测的方法，并以一锥形海底地形为例计算其在各个方向

上引力的大小，从目前重力梯度仪的测量精度来看完全满足探测的要求。验证了本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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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下导航技术是水下载体安全航行的重要保

障［１］。目前，水下探测最常用的技术是基于声纳

的探测［２］，声纳在工作时可以分为被动方式和主

动方式。随着材料技术、超导技术、计算机技术、

信号处理技术的发展，重力梯度仪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３１３］，它具备的独特性能使得它在探测近处

物体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可以有效地探测仪器

周围可能存在的密度异常体。

１　探测海底障碍地形的原理

设重力位为犠，地球任意矢径点狉上单位质

量物体的引力可以用重力加速度矢量犵来表示。

重力加速度是重力位的一阶空间导数，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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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Γ犻，犼（犻，犼＝狓，狔，狕）为梯度张量的分量，单位

为厄特福斯，用Ｅ或ＥＵ表示，１Ｅ＝１ｍＧａｌ／１０

ｋｍ。由于重力梯度张量具有对称性和泊松方程

的存在，所以上式中只有５个独立的分量。在重

力梯度测量中，只需测量其中５个梯度值或其线

性组合即可得到全张量重力梯度值［１２］。

本文主要研究由于地形起伏变化导致的重力

梯度变化部分。由于海底地形与周围海水存在着

密度差，该差值对应的剩余质量在一定距离上会

产生一定的引力梯度。如果梯度值的量级超过重

力梯度仪的测量分辨率，则可以为重力梯度仪所

感应到。当装备有重力梯度仪的潜航器经过或靠

近这些障碍地形并进行连续观测时，则其输出值

会发生变化，而且随着载体与障碍地形间距离的

减小，梯度值将急剧增加，则可以通过重力梯度值

的变化判断是否可能有障碍地形的存在，从而为

避开该障碍地形提供技术依据。引力梯度可由下

式的引力位函数导出：

犞 ＝犌Δρ
ｄ犞
狉

（３）

对式（３）求狕方向的二阶导数，即可得到配备重力

梯度仪的载体在（犡，犢，犣）处的垂直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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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例分析

基于上述这一简单朴素的思想，本文设计并

计算了圆锥形海山在其周围一定范围内引起的引

力梯度的大小。计算条件：设某平坦区域存在有

一圆锥形海底地形，其几何参数为：底面半径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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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ｍ，坡度为４５°，凸起地形的密度为２．６７×１０３

ｋｇ／ｍ
３，且锥形地形的顶部距海面为２０ｍ。因为

该地形为海水所包围，所以它在其周围引起的重

力梯度为其与海水密度之差的剩余质量所引起。

设海水的平均密度设定为１．０３×１０３ｋｇ／ｍ
３，则

该凸起地形与海水密度之差的剩余密度为１．６４

×１０３ｋｇ／ｍ
３。

图１　锥形地形在一定距离上产生重力梯度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ａｕｓｅｄｂｙ

ｔｈｅＣｏｎｉｆｏｒｍＴｅｒｒａｉｎ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为计算该地形引起重力梯度的大小，建立坐

标系如下：以其底面的圆心为原点，天顶方向为狕

轴，北方向为狓轴，东方向为狔轴，建立直角坐标

系（如图１所示），则圆锥方程可表示为：狓２＋狔槡
２

＋狕－５００＝０，狕≥０。为了积分计算，设圆锥体中

某一体元的坐标为（犿，狀，狆），则该锥形地形对锥

体外坐标为（犡，犢，犣）的某一流动点（介于海面与

海底之间）产生的引力位可通过式（３）计算得到。

将积分限代入式（４），并完成对狓、狔、狕３个方向的

积分后，即可得到流动点处的重力梯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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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计算过程中对式（５）的积分计算非常

复杂，为了简化计算过程，可以通过分步积分来完

成。首先完成狕方向的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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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６）的积分过程人工推导起来也非常困难，为此

本文的计算过程借助于计算机代数系统 Ｍａｔｈ

ｅｍａｔｉｃａ来实现。由式（６）完成ｚ方向的定积分

后，式（５）就简化为二重积分。之后注意到该二重

积分的积分区域为圆域狔
２＋狓２≤犚

２，此时引入极

坐标进行变换狓＝狋ｃｏｓθ，狔＝狋ｓｉｎθ，积分范围相应

变为０≤狋≤５００，０≤θ≤２π。即便是在计算机代数

系统中也很难计算得到符号形式的解，为此利用

数值积分命令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进行数值形式的解算，

同时为了直观地看出重力梯度随距离变化的关

系，文中利用ＬｉｓｔＰｌｏｔ命令绘制了相应的曲线。

考虑到水下载体在运动时相对于海底地形的位置

有多种可能性，本文计算了载体在不同潜深、沿不

同方向相对于障碍物运动的情形，其中分别固定

狓和狕以及固定狔和狕的情形如图２所示。

潜深２７０ｍ，犡＝３００ｍ，－１５００≤犢≤１５００

ｍ；潜深２０ｍ，犢＝２００ｍ，－１５００≤犡≤１５００ｍ；

潜深２７０ｍ，犢＝３００ｍ，－１５００≤犡≤１５００ｍ；

潜深２０ｍ，犡＝２８０ｍ，－１５００≤犢≤１５００ｍ。

图２　犜狕狕随距离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ｈｅ犜狕狕Ｃｈａｎｇ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图３　犜狓狓随距离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ｈｅ犜狓狓Ｃｈａｎｇ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同时，为了更详细地描述不同潜深、从不同方

向驶向障碍地形，笔者进行了相应的计算，如表１。

表１　锥形地形在不同深度、方向上引起的梯度值

Ｔａｂ．１　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ｉｆｏｒｍ

Ｔｅｒｒａｉ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水深

距离

犡＝３００ｍ，－１５００≤犢≤１５００ｍ

犜狕狕最大值 犜狕狕最小值 犜狓狓最大值 犜狓狓最小值

２０ ９６．６９９ －７．２８７ ５．８５３ －２１．２５９

２７０ ６２．６８８ －４９．５８９ ２３８．９７２ －２０．５１４

　　从图２和图３以及表１可以看出，由于重力

梯度与距离的三次方成反比，当载体接近障碍地

形时，重力梯度仪的输出随距离减小而急剧增大。

在图２（ａ）中对应于载体潜深为２７０ｍ的情形，在

距离障碍地形垂向中心线（狕轴方向）１５２９ｍ的

地方，梯度值就达到了４．０７Ｅ，在距离５００ｍ的

地方则达到了４８．９７Ｅ，在距离３００ｍ的距离上

更是达到了６２．６９Ｅ。在图２（ｂ）中，设定载体航

行的潜深为２０ｍ，在距离障碍地形垂向中心线

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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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ｍ的地方，梯度值高达１８１．２５Ｅ。这样的数

量级完全可以被目前常规的重力梯度仪所感测

到，相关报道表明美国马里兰大学研制的超导重

力梯度仪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其仪器的测量精度

可以达到１０－４Ｅ
［１３，３］。因此在载体上配备有重力

梯度仪时，在载体航行的过程中就可以通过梯度

仪的输出值变化，判读周围是否有障碍地形出现，

并且由于障碍地形产生的梯度值的量级较大，可

以提前预警，在载体有效机动范围内避开障碍物，

确保载体的安全航行。由于重力梯度仪可以观测

到５个独立的梯度分量，在实际应用中可以灵活

地选择不同方向上的组合，从而有效地实现避碰。

３　结　语

　　本文基于朴素而又简单的原理提出了利用重

力梯度测量对水下障碍地形进行探测避碰的方

法。研究结果表明，即使一小规模的海底地形在

１５００ｍ的距离上产生的梯度就可达到４Ｅ以上，

在载体有效机动避开障碍物的安全距离内梯度值

更是达到了几十Ｅ。从目前重力梯度仪的测量精

度来看，利用其探测障碍物并实现避碰是完全可

行的。该技术的研究为水下载体的安全航行提供

了一个新的技术途径，且该技术具有无源、全天候

的特征，可以满足军事应用以及特殊领域的应用

需求，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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