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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重力地质方法反演皇帝海山的海底地形

胡敏章１　李建成１　金涛勇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论述了采用重力地质方法（ＧＧＭ）反演海底地形的基本原理，并使用该方法计算了皇帝海山南部的海

底地形模型，与现有的海深模型和船测海深数据相比，其精度略高于ＥＴＯＰＯ２模型。与经典方法相比，ＧＧＭ

方法不需引入先验模型，不必考虑海底的均衡状况，模型简单，易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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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Ｓｅａｓａｔ卫星发射以来，特别是 Ｇｅｏｓａｔ和

ＥＲＳ任务的成功实施，国内外学者成功应用测高

数据反演了高精度、高分辨率的海洋重力异常数

据［１］，并将其应用于海底地形的反演［２６］。经典的

方法，如 Ｓｍｉｔｈ和 Ｓａｎｄｗｅｌｌ方法等，一般基于

Ｐａｒｋｅｒ公 式 和 Ｗａｔｔｓ的 三 板 块 地 壳 均 衡 模

型［７，８］，在一定波长范围内（２０～２００ｋｍ）获得重

力异常与海深的线性关系，从而通过重力异常确

定海深。数据处理时，涉及滤波、重力异常延拓等

复杂过程，反演结果受均衡模式、沉积层厚度等的

影响较大。本文采用重力地质方法（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ＧＧＭ），结合船测海深和卫星测高

重力异常数据对地形起伏较大的区域的２′×２′的

海底地形模型进行了反演。

１　犌犌犕方法的基本原理

ＧＧ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首先，由已知布格

重力异常和岩床深度的控制点计算出一个区域参

考重力异常，再从待求点上的布格重力异常中减

去区域参考重力异常，得到残余重力异常，最后使

用残余重力异常估算待求点上的岩床深度［９］。应

用于海底地形反演时，计算过程如下［１０］：观测的

重力异常可分为区域重力异常和残余重力异常两

部分：

犵ＯＢＳ＝犵ＲＥＧ＋犵ＲＥＳ （１）

式中，犵ＯＢＳ为观测重力异常（测高海面空间重力异

常）；犵ＲＥＧ为区域重力异常；犵ＲＥＳ为残余重力异常。

在控制点犼１～犼狀，残余重力异常可以近似用

下式计算：

犵ＲＥＳ（犼）＝２π犌Δρ（犺（犼）－犇） （２）

式中，犌为万有引力常数；Δρ为海水与海底的密

度差；犺（犼）为控制点上的海深；犇 为参考深度，一

般取所有控制点中的最深值。

根据式（１）可进一步得到控制点上的区域重

力异常值，通过适当的插值可求待求点犻１～犻狀 上

的区域重力异常，进而求取待求点上的残余重力

异常：

犵ＲＥＳ（犻）＝犵ＯＢＳ（犻）－犵ＲＥＧ（犻） （３）

然后对式（２）稍作变化即可求得待求点的海深：

犺（犻）＝
犵ＲＥＳ（犻）

２π犌Δρ
＋犇 （４）

　　使用ＧＧＭ 方法反演海深时，海水内部本身

可以看作是无密度异常的，但是由于应用的空间

范围相当大（本文达１０°经纬度），海底本身的横

向密度差异比较大，这就要求对式（４）中的密度差

参数Δρ作出适当的估计。

２　海底地形反演

２．１　研究区域及数据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３５°～４５°Ｎ，１６５°～１７５°Ｅ，

该区域为西北太平洋皇帝海山的南部，海底起伏较

大，海山顶部较浅区域的深度仅２００多ｍ，而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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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可达７ｋｍ以上，适合于测试ＧＧＭ方法的

反演效果。采用的数据为船测海深数据和卫星测

高重力异常数据，船测海深来自 ＮＧＤＣ（见图

１（ａ）），共１４８５４个测深数据，重力异常数据来自

ＤＮＳＣ（见图１（ｂ）），船测点上的重力异常由此内插

求取。

２．２　数据处理方法及结果

采用ＧＧＭ方法反演海底地形，首先要确定式

（４）中的密度差参数Δρ，为此，在１４８５４个船测海

深数据中选取其中的１４３２４个作为参考点（图１（ａ）

中的细线所示），５３０个作为检核点（图１（ａ）中的★

所示）。在Δρ取不同值时，分别用１４３２４个参考点

估算其余５３０个检核点处的海深，并将其与船测海

深进行比较，计算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和差值的标

准差（ＳＴＤ），计算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１　研究区域及数据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ｉ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Ｄａｔａ

图２　检核点处ＧＧＭ海深与船测海深的

相关系数和差值的标准差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ＧＧＭａｎｄＶｅｓｓｅ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Ｄｏｆ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Ｄａｔａ

根据相关系数较大而ＳＴＤ较小的原则，本文

选取密度差参数Δρ＝１．８ｇ／ｃｍ
３，参考深度犇＝

－７３４２ｍ，以所有１４８５４个船测海深数据中的

１４３２４个作为控制点，计算区域重力异常犵ＲＥＧ，

并格网化得到２′×２′的区域参考重力异常（见图

３（ａ）），结合测高重力异常数据，由式（３）计算得到

残余重力异常（见图３（ｂ））。当获得残余重力异

常后，只需根据式（４）作简单的计算即可将残余重

图３　区域重力异常和残余重力异常

Ｆｉｇ．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力异常转化为海深模型，计算结果见图４（ａ），图

４（ｂ）为ＥＴＯＰＯ２模型，图４（ｃ）为船测数据直接

格网化得到的２′×２′海深模型。图５为ＧＧＭ 方

法反演的海深模型与ＥＴＯＰＯ２海深模型之差的

统计直方图。

直接格网化得到的海深模型（图４（ｃ））并不

能很好地反映海底的地形，特别是在３７°Ｎ和４３°

Ｎ附近的海山由于缺乏船测数据而得不到显示，

ＧＧＭ海深模型（图４（ａ））能够更有效地反映海底

的地形状况，其地形细节与 ＥＴＯＰＯ２模型（图

４（ｂ））非常符合。ＧＧＭ 海深模型与ＥＴＯＰＯ２模

型的差（图５），其中７２％以上分布在±１５０ｍ以

内，平均为２６．７ｍ，两者的相关度达０．９７２。由

ＧＧＭ模型和ＥＴＯＰＯ２模型分别内插航线上５３０

个检核点的深度，与船测数据比较，其结果统计如

表１所示。

表１　犌犌犕模型、犈犜犗犘犗２模型与船测海深比较／ｍ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ＧＭ Ｍｏｄｅｌ，

ＥＴＯＰＯ２ａｎｄＶｅｓｓｅｌＤｅｐｔｈ／ｍ

数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均方根 标准差

船测海深 －６４５７ －３３４ －４８７９ ５０３７ １２５１

ＥＴＯＰＯ２内插 －６４３８ －３８７ －４８６５ ５０２５ １２６０

ＧＧＭ内插 －６４３６ －３３５ －４８７８ ５０３４ １２４４

ＥＴＯＰＯ２船测 －５８２ １９５０ １４ １５８ １５７

ＧＧＭ船测 －１６６０ ９３１ １ １２６ １２７

　　由图４、图５和表１可知，ＧＧＭ 方法能够用

来构建高分辨率的海底地形模型。从表１可以看

出，ＧＧＭ 方法得到的海深数据与ＥＴＯＰＯ２具有

相当的精度，与船测数据比较，ＧＧＭ 方法反演得

到的模型精度优于ＥＴＯＰＯ２，其均值和标准差分

别为１ｍ和１２７ｍ。在本文ＧＧＭ 方法的计算过

程中，密度差参数 Δρ较真实的地质参数略小

（ＣＲＵＳＴ２．０给出的该区域的平均地壳密度为

１．８４７ｇ／ｃｍ
３），文献［１１］中的 Δρ甚至达９ｇ／

ｃｍ３，这与计算区域的大小、地形的复杂程度和海

底的地质状况等因素有关。在采用ＧＧＭ 方法反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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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海底地形时，密度差参数Δρ的作用就是在这

些复杂因素间取得一个平衡，使残余重力异常能

够以一定的程度恰当地反映海底地形的起伏，Δρ
本身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地质意义。

　　　　

图４　ＧＧＭ方法反演的海深模型、ＥＴＯＰＯ２海

深模型、船测数据格网化模型

Ｆｉｇ．４　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ＧＧＭ，ＥＴＯＰＯ２

Ｍｏｄｅｌ，ＭｏｄｅｌＧｒｉｄｄｅｄｆｒｏｍＳｈｉｐＤａｔａ

　　　　　　　

图５　ＧＧＭ模型与ＥＴＯＰＯ２之差

Ｆｉｇ．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ＧＭ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ＥＴＯＰＯ２

３　结　语

１）采用ＧＧＭ 方法，以船测海深作控制，可

以由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卫星测高重力异常反演

高分辨率的海底地形。

２）在使用ＧＧＭ 方法反演海底地形的过称

中，密度差参数Δρ的选择比较关键，其值并不一

定与地质实际相符合。

３）参考深度犇 的选择对反演结果的影响有

限。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将参考深度犇从－８０００

～０ｍ每隔１０００ｍ取值计算发现，计算结果的

均值和方差的差异均在１ｍ以内。

采用ＧＧＭ方法反演海深的结果可靠，这一

点已由上述研究证明。与经典的方法相比，ＧＧＭ

方法原理简单，不涉及复杂的数据处理过程，计算

速度快。但是，该方法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模型

过度简单，其密度差参数不再是真实的地质参数，

其物理意义不明。笔者计算了一系列密度差参数

下的反演结果，发现密度参数越大，则反演结果越

平缓（标准差越小），这也是本文采用图２所示的

方法来确定密度差参数的原因。此外，反演结果

在一定范围内对密度差参数并不敏感，参数的选

取与研究区域的大小、海底地形、海底质量异常

（如沉积层等）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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