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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克服传统陆地重力梯度测量方法的不足，提出了利用两台或多台具有电子读数的相对重力仪测

量重力梯度的同步观测方法和相应的数据处理模型，该方法无需进行固体潮改正和零漂改正而直接求解重

力差，垂直重力梯度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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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梯度是重力位的二阶导数，反映了地球

重力场在全空间的变化率和水准面的曲率，具有

比重力本身更高的分辨率，能够更好地反映场源

体的细节和探测地下物质的分布及界面起伏

等［１４］。重力垂直梯度是重力梯度张量中最重要

的分量，主要应用于反演近地表异常物体、推求地

球内部重力、提高地质特征的定量模拟质量、绝对

重力测量的高度改正、检核和解释井中重力数据

以及确定地面点的海拔高等［５９］。

重力梯度测量即测量重力沿某方向的空间变

化率，常规陆地重力梯度测量方法通常在梯度方

向的不同位置上使用不少于两台高精度重力仪按

照相对重力测量方法测量两点的重力差。忽略重

力梯度的非线性影响，利用观测的重力差除以两

点间的距离即可得到该距离的平均重力梯度。常

规方法的观测效率较低，数据处理较为繁琐。为

了克服传统陆地重力梯度测量方法的不足，本文

提出了重力梯度的同步观测方法和数据处理模

型，并利用实验观测数据验证了该方法的正确性

和有效性。

１　同步观测数据处理模型

重力梯度观测时两点间的距离通常是固定

的，其核心是测定两点间的重力差，因此，下面仅

讨论重力差的数据处理模型。

常规陆地重力梯度测量方法中单台重力仪的

数据处理模型如下［１０］：

犵狇 ＝犵犚＋δ犵狋＋δ犵犪＋δ犵犺＋δ犵犽 （１）

式中，犵犚 为转换成 ｍＧａｌ（１０
－５ｍ·ｓ－２）的重力仪

观测值；δ犵狋 为固体潮改正；δ犵犪 为气压改正；δ犵犺

为仪器高改正；δ犵犽 为零漂改正；犵狇 为经各项改正

后的观测值。

如果重力仪在观测过程中不受到磕碰，仪器

噪声相对于环境噪声（δ犵犲）很小，则观测噪声主要

由环境噪声构成。由式（１）可得到单台重力仪的

观测方程为：

犵犚 ＝犵狇－δ犵狋－δ犵犪－δ犵犺－δ犵犽－δ犵犲 （２）

　　以垂直重力梯度为例，用两台重力仪分别在

同一地点高差为犺的上下两个位置交替进行同步

观测，其观测方程由式（２）可写为：

犵犚犻犼（狋）＝犵狇犻犼－δ犵狋（狋）－δ犵犪犻（狋）－

δ犵犺犻犼（狋）－δ犵犽犻（狋）－δ犵犲犻（狋）
（３）

式中，犻表示不同的观测位置；犼表示不同的重力

仪；狋表示观测时间。

气压改正公式为：

δ犵犪 ＝０．３（犘－３．５１６４犉犎）

犉犎 ＝ （２８８．１５－０．００６５犎）
５．２５５９

（４）

式中，犘为实测的气压值，单位为Ｐａ；犎 为测站高

程，单位为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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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４）可以看出，气压改正与实测气压值和

测站的高程有关，测量重力梯度时两点间的气压

改正差值为：

ｄδ犵犪 ＝犳１（犘１－犘２）－犳２（犎１，犎２） （５）

式中，犘１、犘２ 分别为两个测站的实测气压值；犎１

和犎２ 分别为两个测站的高程。

实际处理时可以用平均差值代替重力梯度测

量两个位置的气压改正的差值，只需在最后的结

果中加以改正。考虑到同步观测时各台重力仪的

固体潮改正相同，外界噪声可以认为大致相同，仪

器高改正（同一位置观测时仪器面板高度）也可以

忽略。因此，两台重力仪同步观测的观测值之差

为：

犵犚１１（狋）－犵犚２２（狋）＝ｄ犵１２－δ犵犽－狏（狋）

犵犚２１（狋）－犵犚１２（狋）＝－ｄ犵１２－δ犵犽－狏（狋）

δ犵犽＝ （δ犵犽１（狋）－δ犵犽２（狋））

（６）

式中，ｄ犵１２为两点间的重力差；狏（狋）为剩余误差，

即环境噪声差。

观测前两台重力仪在同一地点东西向水平并

置，在狋０ 时刻将两台重力仪的电子输出调节为

零。假设重力仪的零漂特性保持线性，则从狋０ 开

始两台重力仪零漂改正差为：

δ犵犽＝ （犽１－犽２）（狋－狋０） （７）

式中，犽１ 和犽２ 分别为两台重力仪的零漂率。

考虑到观测位置的交替使最后观测值的差值

的符号变化，则式（６）可改写为：

犵犚１１（狋）－犵犚２２（狋）＝狑ｄ犵１２－δ犵犽－狏（狋）

犵犚２１（狋）－犵犚１２（狋）＝狑ｄ犵１２－δ犵犽－狏（狋）
（８）

式中，狑根据两台重力仪放置位置的不同分别取

值１或－１。

将重力差ｄ犵１２和两台重力仪的零漂率差（犽１

－犽２）分别作为未知量狓１ 和狓２，狑 和（狋－狋０）作为

系数犪１ 和犪２，犵犚１１（狋）－犵犚２２（狋）及犵犚２１（狋）－犵犚１２（狋）

作为观测值犔，则误差方程为：

犞＝犃犡－犔 （９）

根据最小二乘原理求解未知参数，即有：

犡＝ （犃
Ｔ犘犃）－１犃Ｔ犘犔 （１０）

单位权中误差为：

犿０ ＝±
犞Ｔ犘犞
狀－槡 狋

（１１）

未知参数的中误差为：

犕犻＝犿０ （犃Ｔ犘犃）－槡
１ （１２）

　　从上述原理可以看出，重力梯度同步观测数

据处理无需计算固体潮改正和零漂改正，直接求

解重力梯度观测的重力差。

２　同步测量实验

为了验证和评价重力梯度同步观测方法的正

确性和有效性，本文设计了同步测量实验。实验内

容包括重力仪延迟参数测定、重力仪电子输出数据

到重力值（ｍＧａｌ）转换模型参数的测定、同步观测

电子输出的相关特性和垂直重力梯度同步观测。

实验采用Ｌ＆ＲＧ型重力仪Ｇ９６０和Ｇ１０６３，两

台重力仪均配置了ＣＰＩ，具有电子输出功能，电子

输出记录采用１６位、８通道的Ａ／Ｄ采集卡。

２．１　重力仪延迟参数测定

重力仪延迟参数测定用于确定从重力仪松摆

到重力仪输出稳定的过渡时间，其采样间隔为

０．１ｓ。

２．２　转换模型参数测定

确定重力仪电子输出数据转换为重力值

（ｍＧａｌ）的模型参数。在约４００μＧａｌ范围内，对

称分布于零位两侧的等间隔的５点上记录重力仪

读数轮读数、时间和电子输出的连续采样，采样间

隔为０．００１ｓ，连续记录时长不少于３ｍｉｎ。

２．３　相关特性测试

为了了解两台重力仪同步观测时其电子输出

数据的相关性，测试３种重力仪安置状态下的相

关性，即并行安置、上下安置及下上安置。每种重

力仪安置状态分别进行，采样间隔为０．００１ｓ，记

录时长不少于２０ｍｉｎ。

２．４　垂直重力梯度测定

为了获得垂直重力梯度观测数据，两台重力

仪的观测位置可以分为东西并置、上下安置和下

上安置，以ＬＬ、ＬＨ和 ＨＬ表示，每一个观测位置

采集的数据的集合称为一组电子输出数据，采样

间隔均为０．００１ｓ，记录时长不少于５ｍｉｎ。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重力仪延迟参数

延迟时间的测试结果为５０～７５ｓ，为稳妥起

见，在后续实验中延迟时间统一采用１２０ｓ。

３．２　转换模型参数

重力仪电子输出数据包含读数轮变化产生的

重力变化、固体潮和零漂３部分。设电子输出数

据为犚犻，则根据格值表和格值因子将重力仪读数

轮读数转换为重力值犵犻的关系如下：

犪０＋犪１犚犻＋犪２犚
２
犻 ＝犵犻－Δ犵犜犻－Δ犵犽犻 （１３）

式中，Δ犵犜犻为潮汐改正；Δ犵犽犻为零漂改正；犪０、犪１ 和

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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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２ 为模型参数。

采用以下两种方法生成电子输出数据犚犻：

① 以每一组连续采集的电子输出数据的平均值

作为犚犻，称为平均法；② 对每一组连续采集的电

子输出数据进行二次曲线拟合，内插对应平均时

间狋犻的值作为犚犻，称为内插法。

本次实验求解的各台重力仪的转换模型参

数，Ｇ９６０的一次项拟合差小于０．００６７５，二次项

拟合差小于０．０１１１４；Ｇ１０６３的一次项拟合差小

于０．００５９３，二次项拟合差小于０．００７６７。因内

插法所求解的结果比较稳定，在后续计算中采用

内插法的求解结果。

３．３　相关特性

表１是基于内插法转换模型得到的同步观测

重力数据的相关系数，从表１可以看出，并置时的

相关性最强，上下或下上安置时的相关性弱于并

置时的相关性。图１展示了经过平移后的同步观

测数据片段，说明两台重力仪的观测结果对环境

噪声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图１　两台重力仪同步观测数据片段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ｔｏｆ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ｆｒｏｍ

Ｔｗｏ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ｅｒｓ

表１　两台重力仪同步观测数据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ｗｏ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ｅｒｓ

安置 １ ２ ３

并置 ０．９８０９ ０．９５７９ ０．９７０３

上下 ０．８３９２ ０．７１６３ ０．８４３２

下上 ０．７７５１ ０．７４９３ ０．７７７９

　　为了分析观测数据中高频部分（环境噪声）的

相关特性，将电子输出数据减去二次曲线拟合的

内插值得到高频数据的时间序列，即滤除潮汐和

零漂部分，然后计算高频同步观测数据的相关系

数，其结果见表２。高频部分的相关性弱于全通

量的相关性，梯度测量架对环境噪声的传递产生

影响。

表２　同步观测数据高频部分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ａｒｔｏｆ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安置 １ ２ ３

并置 ０．７５４２ ０．８５７８ ０．７４４３

上下 ０．６６３０ ０．６３７１ ０．６７８５

下上 ０．７３４２ ０．７２００ ０．６７７７

３．４　垂直重力梯度

同步观测实验中重力仪Ｇ９６０不小心被轻轻

地碰了一下，使得观测数据发生了山丘形变化。

为了考察该方法抗御磕碰的能力，按全部数据、磕

碰前数据和磕碰后数据３种情况分别进行求解。

只选取每一组电子输出数据中最后１ｍｉｎ的数据

进行处理。为了检验结果，利用相同的数据生成

平均时间和 ｍＧａｌ观测值，按照常规相对重力数

据处理方法进行处理，处理的结果作为比较基准。

用于同步梯度计算的数据用两种方法产生：取最

靠近整秒的电子输出数据作为同步数据，每一组

共６０个；二次曲线拟合的整秒内插数据作为拟合

数据，每一组共６０个。常规、同步和拟合３种分

组的数据均取自未经数据剔除的同一段数据，其

重力差结果见表３，ｄ犵为重力差，ＲＭＳ为中误差。

从表３可以看出，利用磕碰前数据的求解结果优

于其他两种情况，并且同步和拟合的结果与常规

的结果基本一致。

为了比较观测效率，采用磕碰前数据的二次

拟合内插数据求解重力差，其统计结果见表４，其

中ｄ犵为平均重力差，ＲＭＳ为中误差。表４的统

计结果表明，组数多于５（相当于常规梯度测量的

两组独立结果）时，重力差结果就可以满足要求。

为了分析不同采样率对求解重力差的影响，

采用１ｓ和０．１ｓ采样率生成二次拟合内插数据

求解重力差，两个结果的互差小于０．０１μＧａｌ，中

误差均小于０．５μＧａｌ。采样率从１ｓ提高到０．１ｓ

时，重力差的求解结果并无明显差异。

表３　由不同数据处理方式计算的重力差结果／ｍＧａｌ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ｏｄｅｓ

数据处理方式
全部数据 磕碰前数据 磕碰后数据

ｄ犵 ＲＭＳ ｄ犵 ＲＭＳ ｄ犵 ＲＭＳ

常规 －０．３５８０２ ０．００３６５ －０．３５９４２ ０．００２５２ －０．３５７６５ ０．００６２８

同步 －０．３５８６３ ０．０００５３ －０．３５８９４ ０．０００４４ －０．３５８４２ ０．００１５９

拟合 －０．３５８７３ ０．０００５３ －０．３５８７６ ０．０００４３ －０．３５８５１ ０．００１５９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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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由不同组数的同步观测数据计算

的重力差结果／ｍＧａｌ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ｔｓ

组数 ｄ犵 ＲＭＳ

２ －０．３５７９２ ０．０１３４２

３ －０．３５７９１ ０．００６７４

４ －０．３５６９８ ０．００５１０

５ －０．３５７８４ ０．００１７９

６ －０．３５８７８ ０．０００８０

７ －０．３５８７６ ０．０００４３

４　结　语

本文的同步观测实验全部在室内完成，因室

内观测环境噪声较小，该方法的优越性体现得还

不是非常明显，重力梯度的同步观测方法在环境

干扰大的野外环境应该更能体现其优势，有必要

进行全面的野外观测实验。配备能够便捷变换重

力仪观测位置的重力梯度观测架，可以避免观测

中重力仪的磕碰，缩短重力梯度的观测时间，提高

效率。此外，重力仪零漂特性的稳定是保证该方

法成功应用的关键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参加重力

梯度同步观测的重力仪进行筛选。使用配备有静

电反馈装置的重力仪进行重力梯度的同步观测，

更为方便和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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