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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物理意义角度出发，尝试给出了合理的月球重力异常的计算方法，并且分析了其影响因素。最后得到

物理意义明确的月球全球布格重力异常，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地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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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球重力场是目前人类探测月球内部结构与

物质密度变化最主要的资料，其覆盖面广，精度与

分辨率也越来越高［１］。基于月球重力场，可以研究

月球内部层圈结构与物质成分的变化，进而为月球

起源、热演化与撞击理论、矿产资源分布等提供数

据与依据［２］。美国于２００９年６月发射了新千年重

返月球探测的第一个探测器ＬＲＯ（ｌｕｎａｒ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

ｓａｎｃｅｏｒｂｉｔｅｒ），其携带的激光高度计获得了７２０阶

的高精度与高分辨率的月球地形模型［３］。２０１１年

９月，美国实施月球探测计划ＧＲＡＩＬ，以类似于地

球的ＧＲＡＣＥ卫星跟踪卫星的模式用于高精度的

月球重力场模型解算，预期精度将比日本获得的

ＳＧＭ９０ｄ模型
［４］提高至少３个数量级。我国的嫦

娥计划已经获得了较高精度的月表地形数据［５］，嫦

娥一号轨道测控数据在月球重力场解算中也已经

成功应用［６］，基于大倾角卫星轨道跟踪数据的月球

重力场模型解算技术也比较成熟［７］，这为将来高精

度、高分辨率的月球重力场与月表地形的获得奠定

了基础。

从物理意义的角度理解，月球重力场随空间的

变化是月球表面的地形起伏和月球内部物质密度

变化的综合反映。欲得到单纯反映地下物质密度

分布的重力场信息，就必须从重力测量数据中将地

形起伏引起的重力效应去除。因此，探讨高精度

的重力地形校正，获得物理意义明确的重力异常，

分析其影响因素，进而为开展月球内部结构与密

度变化等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就显得很有意义。

１　月球自由空间重力异常与重力扰

动

　　目前，月球重力场往往单一地利用卫星轨道

跟踪数据解算获得，因此是真卫星重力，即它不包

含地面重力测量的信息。月球重力场模型的实质

是引力场模型，不含有月球自转离心力的影响。

其坐标系一般采用质心坐标系，因此引力位模型

的一阶项系数均为零。

为了凸显密度的横向变化，往往从引力位中

减去一个正常引力位。月球由于扁率很小，其正

常引力位即为全球引力位球谐展开的零阶项，而

不包括二阶项。正常场校正的作用即是从总的引

力位中扣除了全球重力场按表面积加权的均值成

分（可以理解为趋势成分），一方面直观上使得横向

密度变化明显，另一方面使得剩余场之间的相关性

减小，有利于后续的重力异常反演，但也给解释带

来不便，因为正常场对应的密度分布不明确。按目

前对月球内部结构的认识，可以推测正常场对应的

模型为一个内部密度分布是径向对称的（即横向无

变化，密度分布只与半径有关）标准球体。

将扰动位犜对径向狉求导，即得到自由空间

重力扰动：

δ犵（狉，θ，λ）＝
犌犕

犚２∑
犖

狀＝２
∑
狀

犿＝０

（狀＋１）（
犚
狉
）狀＋２×

珚犆狀犿ｃｏｓ犿λ＋珚犛狀犿ｓｉｎ犿（ ）λ珚犘狀犿（ｃｏｓθ）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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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犌为万有引力常数；犕 为月球总质量；犚为

月球平均半径；狉、θ与λ分别为计算点的向径、余

纬度与经度；犖 为引力位球谐展开的最大阶数；

珚犆狀犿与珚犛狀犿为规格化的球谐系数；珚犘狀犿（ｃｏｓθ）为规格

化的缔合勒让德多项式。由大地测量学中的布伦

公式可知［８］，自由空间重力异常为：

Δ犵（狉，θ，λ）＝
犌犕

犚２∑
犖

狀＝２
∑
狀

犿＝０

（狀－１）（
犚
狉
）狀＋３×

珚犆狀犿ｃｏｓ犿λ＋珚犛狀犿ｓｉｎ犿（ ）λ珚犘狀犿（ｃｏｓθ） （２）

式中，外部空间的正常重力场γ＝犌犕／狉
２。

利用月球最新重力场模型ＳＧＭ１００ｉ
［９］计算

得到自由空气重力扰动与自由空气重力异常的差

异可知，两者存在较大的区别。另外，重力扰动的

计算高度如何选择。本文认为，计算高度所在的

球面应该高于月表起伏的最高点。低于月表起伏

最高点的球面（犚≤狉＜狉ｍａｘ）上的重力扰动在数值

上可以计算，但是得到的重力扰动并不意味着高

于此计算面的地形异常物质的引力效应的方向是

背离质心的，因此会给解释带来不便。

２　月球布格重力校正计算方法

２．１　卫星重力布格校正的特殊性

在传统的地面重力勘探中，布格校正包括地形

校正与中间层校正。地形校正时，高于校正点的地

形物质对其重力效应在铅垂方向的分量是向上的，

因而会使观测值减小；低于校正点的地形物质的缺

失也使得观测值减小。因此，校正点周围起伏地形

的影响总是使观测值减小，即地形的重力效应值总

是为负。而卫星重力布格校正与传统的地面布格

校正不同，它是月表地形起伏对计算点的重力效应

的正演过程。如图１所示，在求取月表地形起伏的

物质重力效应过程中，基准球面须选取高于地形起

伏最高峰的任意球面犛１，其中，犚为月球形状的平

均半径，犚１为布格校正计算球面的半径。显然，高

于球面犛（月球参考球面）的地形物质（图１中高于

犛的阴影部分）在犛１上产生的重力效应需要从重力

值中减掉；而低于球面犛的月面区域为空，地形校

正时，需要用物质将这些区域“填充”至球面犛（图１

中低于犛的区域），并将这部分填充物质产生的重

力效应加到观测重力值中。此过程相当于将月球

视为半径为犚的标准球体，而在犛１面上的布格重

力异常则是反映月球自然表面以下那些偏离月球

正常密度的物质分布，包括高于犛球面的月球内部

密度异常体。因此，地形起伏的重力效应值将随地

形变化有正负之分。

图１　卫星重力布格校正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ｏｕｇｕ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２．２　月球布格重力校正计算方法

月球重力布格重力校正应该理解为：先计算

月表地形起伏对重力场的影响，将其从重力场中

消除后，再减去正常场。所谓正常场是半径为犚、

内部物质密度成层均匀分布的球体在外部空间产

生的重力场，其中参考球面指的是月心坐标系中

月球表面点的向径按表面积加权的平均半径所在

的球面。但是，往往在测量月表地形起伏时，便于

描述与计算，将半径为犚０的球面作为参考球面，

如ＣＬＴＭ＿ｓ０１模型中，犚０为１７３８ｋｍ，而测得的

月球平均半径犚＝１７３７０１３±２ｍ
［７］。在地形校

正时，应该选取犚作为地形起伏参考球面。

地形校正过程中，应该采用月壳按体积加权

的平均密度。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采用了

不同的月壳平均密度，如２８００ｋｇ／ｍ
３［１０］、２８５０

ｋｇ／ｍ
３［１１］、２９００ｋｇ／ｍ

３［１２］及３０００ｋｇ／ｍ
３［１３］等。

由月球岩石样品进行推估是不合理的，因为样品

往往位于月表，其破碎严重，孔隙度较大，岩石密

度变化范围较大［１４］；杜劲松等根据计算的月表密

度分布求得按表面积加权的平均值为２９２０ｋｇ／

ｍ３
［１５］，这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根据地震波估计的月壳平均

密度值［１６］基本一致，也与 Ｋｕｓｋｏｖ
［１７］依据月震估

计的月壳密度变化范围为２９００～３０５０ｋｇ／ｍ
３较

一致；Ｈｕａｎｇ根据重力与地形的局部谱分析认

为，月壳平均密度为２９００±１００ｋｇ／ｍ
３［１８］。因

此，月球重力地形校正的校正密度选取２９２０ｋｇ／

ｍ３是比较合理的。

根据月球全球地形数据和重力场，已有许多

学者计算了月球布格重力异常［１９２２］。笔者通过分

析指出，球谐域内球壳形物质层的重力异常正演

计算的稳定条件是计算点必须高于界面起伏的最

高点，起伏越小，计算点越高，收敛越快，计算精度

也越高。但是考虑到地形校正与重力场模型的分

辨率的匹配问题时，地形往往只利用了与重力场

模型相同的阶次。由球谐分析理论可知，球谐展

开阶次越高，球面数据的分辨率与精度越高，因

０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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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样会损失计算精度。

在空间域进行地形校正，可以利用全阶次的

地形模型数据，而且算法的精度也很高，因此建议

地形校正在空间域进行。本文采用ＣＬＴＭ＿ｓ０１

模型，在空间域与球谐域分别对月球重力进行地

形校正，校正参考面选取１７３７．０１２ｋｍ，地形模

型解算阶次为１～３６０阶，计算球面为１７５０ｋｍ

所在的球面，校正密度为２９２０ｋｇ／ｍ
３。在空间

域，采用改进的球冠体积分重力地形校正方法解

算空间数据间隔与球冠中重构模型间隔均为

０．２５°，计算点间隔为１°；在球谐域，地形起伏展开

次数为５次。从图２可见两者之间的差异较小。

２．３　地形校正误差分析

若月表地形起伏的球谐表达式为：

犺（狉，θ，λ）＝犚×∑
犖

狀＝２
∑
狀

犿＝０

珚犆犺狀犿ｃｏｓ犿λ＋珔犛
犺
狀犿ｓｉｎ犿（ ）λ ×

　　　　珚犘狀犿（ｃｏｓθ） （３）

若球面上高程数据的网格边长为犔，相当于高程

数据的水平分辨率，与球谐展开的最大阶数的近

似关系为犔＝π犚／ 犖（ ）＋１ ，若高程数据的径向误

差为δ犺，则地形起伏球谐展开系数的误差为：

δ珚犆
犺
狀犿

δ珚犛
犺
狀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犿
＝
１

４π犚
σ

δ犺（θ，λ）×
ｃｏｓ犿λ

ｓｉｎ犿｛ ｝λ ×

珚犘狀犿（ｃｏｓθ）ｄσ （４）

　　假设各个网格内的高程径向误差相互独立，

则由误差传播定律可得：

δ珚犆
犺
狀犿

δ珚犛
犺
狀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犿
＝
δ犺×犔

２犚槡π
（５）

　　如果在球谐域进行重力地形校正的正演近似

计算：

ＴＥ（狉，θ，λ）＝
犌犕

犚２∑
犖

狀＝２
∑
狀

犿＝０

（狀＋１）（
犚
狉
）狀＋２×

　 珚犆
犜犈
狀犿ｃｏｓ犿λ＋珚犛

犜犈
狀犿ｓｉｎ犿（ ）λ珚犘狀犿（ｃｏｓθ） （６）

珚犆
犜犈

狀犿

珚犛
犜犈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狀犿

＝
４π犚

２·Δρ
犕（２狀＋１）

×
珚犆犺狀犿

珚犛犺狀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犿
（７）

则由误差传播定律可知：

δ珚犆
犜犈

狀犿

δ珚犛
犜犈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狀犿

＝
２槡π犚犔·Δρ·δ犺
犕（２狀＋１）

（８）

则地形校正的精度随地形模型的分辨率与精度、

密度及其精度与计算高度的增大而提高。

近似考虑：

δＴＥ（θ，λ）＝４π犌·Δρ·δ犺 （９）

若地形的径向误差为１００ｍ，校正密度取２９２０

ｋｇ／ｍ
３，则地形校正的误差约为２４．１７ｍＧａｌ。

ＣＬＴＭ＿ｓ０１月球地形模型与文献［３］的７２０阶地

形模型的径向精度分别为３０ｍ与１０ｍ，则导致地

形校正的误差约为７．２５ｍＧａｌ与２．４２ｍＧａｌ。采用

ＣＬＴＭ＿ｓ０１模型进行地形校正，若采用１７３８ｋｍ作

为校正面，将导致约２４０ｍＧａｌ的常值误差，使得月

球总质量发生变化，再进行正常场校正，则会引入

一个虚假的布格重力异常层。同理，假设月表地形

最大起伏为１０ｋｍ，则１００ｋｇ／ｍ
３的校正密度误差

会产生约８０ｍＧａｌ的地形校正误差，若计算高度为

１０ｋｍ，误差将更小。另外，影响布格重力异常计算

精度的是地形校正范围的大小，理论上，全球地形

起伏对校正点均有影响，因此为了不损失精度，校

正范围应该远及全球［１０］。

３　月球全球布格重力异常

３．１　月球重力地形校正与布格重力异常计算

采用ＳＧＭ１００ｉ月球重力场模型，利用式（１）

计算距月球质心半径狉＝１７５０ｋｍ球面上的自由

空间重力扰动（０．２５°×０．２５°网格）。根据美国月

球轨道探测器 ＬＲＯ 携带的激光高度计获得的

７２０阶月球地形模型，月球平均半径为１７３７１５３

±１０ｍ，而其参考半径为１７３７．４ｋｍ，最大起伏

为１０．７８３４ｋｍ，因此选取的重力扰动计算的球

面半径为１７５０ｋｍ，地形校正时，地形起伏参考

面半径选取为１７３７．１５３ｋｍ，进而选取２９２０ｋｇ／

ｍ３作为校正密度，采用改进的球冠域重力地形校

正方法计算全球地形起伏对距月球质心半径狉＝

１７５０ｋｍ球面上的重力影响值（计算网格间距为

１°×１°，经网格化为０．２５°×０．２５°）（见图３）。将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与地形重力影响值相减，即得

到距月球质心半径狉＝１７５０ｋｍ球面上的布格重

力异常。

３．２　关于月表物质密度分布不均匀对重力异常

的影响

高于月球参考面高地的实际密度不可能完全

等于２９２０ｋｇ／ｍ
３，因此采用常密度进行计算不

可能完全消除高地物质对重力场的影响，得到的

布格重力异常中，可能部分地包含高地内部物质

密度偏离校正密度的异常密度产生的重力异常。

由于月表长期遭受陨星等外来物的撞击以及

月球内部岩浆与火山活动引起的深部岩石上升填

充月表，使得月表物质成分混杂，月表物质密度横

向变化较明显。杜劲松等建立的月表物质密度分

布模型［１５］仅是月球表层的物质密度分布，而高地

最高可达１０ｋｍ之多，对其内部的密度分布还知

之甚少，因此在目前进行完全的变密度地形校正

１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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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空间域与球谐域

计算结果的差异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

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Ｓｐａｃｅ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ｄ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Ｄｏｍａｉｎ

　

图３　月表地形起伏对距月球质心半径

狉＝１７５０ｋｍ的球面上的重力影响值

Ｆｉｇ．３　Ｌｕｎａ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ｔ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ｅｔｈａｔＲａｄｉｕｓｉｓ１７５０ｋｍ

　

图４　月球表层物质密度不均匀

（１ｋｍ）对重力异常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ｕｎａ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ｙｅｒｗｉｔｈ１ｋ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是不切实际的。此处仅试算了月表起伏的表层（１

ｋｍ）物质密度变化
［２３］对距月球质心半径狉＝

１７５０ｋｍ 球面上的重力异常的影响，如图４所

示。其值的范围仅为－７～２０ｍＧａｌ，可见其影响很

小。由图５可知，表层物质密度分布不均匀对重力

场影响的振幅与重力场模型本身的误差级别相当，

因此尚不考虑这部分对布格重力异常的影响。

图５　重力异常及误差的球谐振幅谱

Ｆｉｇ．５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ｎｄＩｔｓＥｒｒｏｒ

３．３　关于地形校正与重力场模型分辨率的匹配

问题

一方面，由于卫星在月球高空飞行，如日本

ＳＥＬＥＮＥ的高度为１００ｋｍ
［４］，一部分短波长的地

形起伏产生的重力异常在月球重力场中可能并没

有反映，若地形校正采用的地形模型分辨率过高，

就会引入一些短波长的虚假异常，这不利于后续

的反演与解释。另一方面，由于卫星轨道跟踪数

据的误差等使得重力场模型的误差随着阶次的升

高而增大，因此在计算布格重力异常时，必须选取

一定的阶次或者进行低通滤波。

图５中，月球重力场模型ＳＧＭ１００ｉ的误差比

ＬＰ１６５ｐ
［２４］的小，模型网格间距和模型重构网格

间距均为０．２５°×０．２５°，对重力场的影响与

ＳＧＭ１００ｉ吻合得较好，也说明ＳＧＭ１００ｉ的精度

较高，而模型网格间距为０．２５°×０．２５°、模型重构

网格间距为１°×１°的地形起伏对重力场的影响显

然存在校正不足。模型网格间距和模型重构网格

间距均为０．２５°×０．２５°的地形起伏对重力场的影

响在低阶（小于２５阶）的球谐振幅谱比重力场

ＳＧＭ１００ｉ的大，原因可能是均衡作用引起的深部

均衡面的起伏造成的，但也可能包含更深部如月

幔物质分布不均匀的影响；在２６～４２阶，地形起

伏对重力场影响的振幅低于重力场ＳＧＭ１００ｉ，这

可能是月壳内部未均衡的异常物质密度分布不均

匀（如月表充填的玄武岩等）引起的；在４３～７０

阶，地形起伏对重力场影响的振幅与重力场

ＳＧＭ１００ｉ吻合得很好，这一方面说明了重力场与

地形校正的精度高，另一方面也说明该阶段的重

力异常主要是该波段的地形起伏引起的；在７１～

１００阶，特别是９２阶以后，地形起伏对重力场影

响的振幅谱与重力场开始偏离，这可能是重力场

模型本身的误差引起的。

为了使地形重力校正与重力场模型的分辨率

相匹配，此处将地形校正值变换到球谐域，截取与

重力场模型相同的阶次范围。由于在７０阶以后，

计算的布格重力异常的振幅与重力场模型本身的

误差相当，因此本文最终计算的布格重力异常只

取１～７０阶，如图６所示，其值的范围为－７６４～

７５６ｍＧａｌ，正负值的大小较一致，这是减去一个

平均效应的正常场的结果。全球布格重力异常表

现为月球正面与背面的不对称性和背面南半球

（南极艾特肯盆地区域）
"

值正异常与北半球低值

负异常的对称性。月球布格重力异常分布的另外

３个特点是：① 月球正面风暴洋区域的大片"

值

正异常，这可能是月幔隆升与表层充填岩浆的综

合反映；② 表现为"

值正异常的“质量瘤”盆地区

域，大部分分布于月球正面；③月球正面东南端与

背面艾特肯盆地西北端相连接的、切穿了呈东北

向高地的较
"

值的布格正异常，该连通方向与月

球正面雨海、澄海、危海等的空间分布方向较一

致，这可能预示着由于南极艾特肯盆地的受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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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形成导致的月球内部物质的运移方向。

图６　月球全球布格重力异常图

Ｆｉｇ．６　ＬｕｎａｒＧｌｏｂａｌＢｏｕｇｕｅ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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