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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球冠滑动平均的球面重力异常分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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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传统直角坐标系中的滑动平均方法（包括圆周法与网格法）运用到球面重力异常分离中。模型实验

及实际应用均表明，该方法优于直接截断重力场模型阶次分离异常的方法，能够更好地反映实际地质情况，不

仅适用于全球区域也适用于局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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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异常是一种由不同深度、不同规模与不

同密度的地质异常体综合引起的物理场，为了得

到目标地质体对应的重力异常，首先必须进行异

常分离。然而，传统的重力异常分离方法都是基

于笛卡尔直角坐标系。随着卫星重力观测技术的

发展，重力场的精度与分辨率都大幅度地提高［１］，

卫星重力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地球、月球与火星

等内部物质分布、结构与构造的研究中［２］。此外，

中国重力区调查已经完成了重力测量面积８３３万

（１∶１００万）（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ｇｓ．ｇｏｖ．ｃｎ／ＪＣ

ｄｉｚｈｉ／），区域性的重力研究也急需在球坐标系中

进行表达与处理。因此，数据处理与解释的方法

必须从局部直角坐标系转向球坐标系。本文尝试

在球坐标系中进行重力异常的分离，首先给出了

模型（即数据）的球面网格剖分、异常分离算法以

及球坐标转换中的模型重构技术，然后分析了该

方法的精度及其影响因素，最后将该方法运用到

中国及其邻区卫星布格重力异常中，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１　基于球冠滑动平均的球面重力异

常分离方法

１．１　模型剖分

首先考虑北极点上对应点犗的区域异常与

局部异常分离情况。如图１所示，将球面按经度

等间隔Δλ与纬度等间隔Δφ划分，重力数据位于

经线与纬线的交点上，若数据不规则，需要进行网

格化或者插值成该规则网。数据范围大小利用极

角Ф表示（０＜Ф≤π）。

１．２　球冠滑动平均算法

在传统的重力异常分离方法中，统计分析方

法，即滑动平均方法［３］（包括圆周平均与网格平

均）与小子域方法，最为简单易行。它依据区域异

常与局部异常的统计性质的差别，即在一定范围

内区域异常的变化可以视为线性，而局部异常则

可以视为随机扰动。

１．２．１　圆周平均法

如图１，与计算点犗等极角Ф 的纬线上的点

参与平均，此时极角Ф类似于传统圆周平均法的

平均半径，其大小取决于所需压制局部异常的范

围，区域异常的计算公式如下：

Δ犵ａｖｅ＝
１

犕∑
犕

犻＝１

Δ犵犻 （１）

式中，Δ犵ａｖｅ为计算点犗的区域重力异常值；Δ犵犻为

与点犗 极角为Ф 的纬线上的重力数据；犕 为参与

平均的数据个数。

１．２．２　网格平均法

与圆周法不同，球冠网格平均法要求在与计

算点犗等极角Ф 内的所有结点上的重力值参与

平均，而与传统网格平均法不同的是，由于网格剖

分的不等面积性，必须引入面积加权，计算公式如



　第３７卷第７期 杜劲松等：基于球冠滑动平均的球面重力异常分离方法

下：

Δ珚犵＝
１

犛∑
犕

犻＝１
∑
犖

犼＝１

狊犻，犼·Δ犵犻，犼 （２）

式中，Δ犵犻，犼为网格结点上的重力值；Δ犛犻，犼为网格

节点所在球面单元的面积（图１）；犕 为经线方向

上的数据个数；犖 为纬线方向上的数据个数；犛为

与计算点犗 等极角Φ 围成的球冠的总面积。

图１　球冠模型剖分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ａＴｅｓｓ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ｐ

由于网格剖分的规则性，式（２）可以简写为：

Δ珚犵＝
Δλ

２π· １－ｃｏｓ（ ）Φ
×

∑
犖

犻＝１

ｃｏｓφ犻－
Δφ（ ）２ －ｃｏｓφ犻＋

Δφ（ ）［ ］２
·∑

犕

犼＝１

Δ犵犻，犼

（３）

上述两种方法在计算得到区域重力异常后，即可

得到局部重力异常：

Δ犵ｒｅｓ ＝Δ犵－Δ珚犵 （４）

１．３　球坐标转换及模型重构

然而在计算其他任意点犘（φ０，λ０）的区域异

常时，需要进行球坐标旋转。首先将单位球坐标

系中的余纬度、经度转化成地心直角坐标系中的

犡、犢 与犣方向上的投影，即

狓＝ｓｉｎλｃｏｓφ

狔＝ｓｉｎλｓｉｎφ

狕＝ｃｏｓφ

（５）

　　将原极轴沿点犘 所在经线旋转到使原极点

犗 与点犘 重合，则新直角坐标系中任一点的新直

角坐标为：

［狓′　狔′　狕′］＝ ［狓　狔　狕］·犚 （６）

犚＝

ｃｏｓφ０ｃｏｓ
２
λ０＋ｓｉｎ

２
λ０ ｓｉｎλ０ｃｏｓλ０（ｃｏｓφ０－１） －ｓｉｎφ０ｃｏｓλ０

ｓｉｎλ０ｃｏｓλ０（ｃｏｓφ０－１） ｃｏｓφ０ｓｉｎ
２
λ０＋ｃｏｓ

２
λ０ －ｓｉｎφ０ｓｉｎλ０

ｓｉｎφ０ｃｏｓλ０ ｓｉｎφ０ｓｉｎλ０ ｃｏｓφ

烄

烆

烌

烎０

（７）

式中，犚为旋转矩阵；φ０与λ０为点犘 在原坐标系

中的余纬度与经度，则新的球坐标系中各个点的

新球坐标为：

φ′＝ａｒｃｃｏｓ（狕′）

λ′＝

ａｒｃｃｏｓ（
狓′

（狓′）２＋（狔′）槡
２
）∈［０，π］，狔′≥０

－ａｒｃｃｏｓ（
狓′

（狓′）２＋（狔′）槡
２
）∈（－π，０），狔′＜

烅

烄

烆
０

（８）

　　由于坐标旋转后，重力异常值的分布不再是

旋转前的规则分布，若想利用前述算法分离新北

极点的区域异常，必须重构新球冠模型中各个结

点的重力异常值。为了提高计算效率与精度，将

新坐标系中规则网结点的新球坐标反变换为原球

坐标系内球坐标（坐标反变换时只需将式（７）中新

的北极点犘 的原坐标（φ０，λ０）变换为（φ０，λ０＋

π）），然后通过其原球坐标系中周围的４个结点值

进行平均或者双线性插值［４］得到。

２　模型实验

２．１　模型重力异常及其球谐谱

为了讨论球冠滑动平均重力异常分离方法的

有效性，利用理论模型来进行模拟实验。球形星

体的深部赋存一个较大尺度的 Ｔｅｓｓｅｒｏｉｄ单元

体［５］，其产生的重力异常作为区域异常；为检测该

算法受横向局部异常的影响程度，设置浅部存在

３个小尺度的 Ｔｅｓｓｅｒｏｉｄ单元体犃、犅 与犆，两个

异常体犃与犅 较近，另一个犆则相距较远。

球坐标系中的Ｔｅｓｓｅｒｏｉｄ单元体产生的重力

异常采用Ｈｅｃｋ与Ｓｅｉｔｚ
［６］提出的以单元体几何中

心进行泰勒级数展开的方法，计算中泰勒级数展

开至３阶，计算模型在半径为６３８８ｋｍ的球面上

产生的重力异常，计算时，模型剖分间隔经向与纬

向均为０．２５°，径向为５００ｍ，计算的重力异常间

距在经向与纬向也均为０．２５°。

从图２可以看出，模拟的区域场的频谱能量

主要在５阶、２０阶与３８阶等附近，其主要能量集

中在５阶附近，而局部异常场的能量在０～６０阶

均有能量分布，其最大能量在１０～４０阶之间；由

于球谐谱分析是传统傅立叶变换在球面上的应

用，因而明显呈现出时频分辨率不能同时达到最

高的特征，例如犃、犅与犆模型的重力异常空间分

辨率比犇 模型高，但在球谐域中，犇 模型的分辨

率明显要高。因此，直接截断阶次分离重力异常

的方法是不合理的。

５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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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模拟重力异常的球谐振幅谱

Ｆｉｇ．２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２．２　平滑窗口大小的选择及“虚假异常”的消除

圆周法与网格平均法分离重力异常的效果取

决于平滑窗口大小的选择。最佳窗口大小可以通

过实验方法估计：在重力异常图上，选择几个有局

部异常的区域，分别采用不同大小的平滑窗口进行

异常分离，计算各个对应的区域异常的平均值。然

后以平滑窗口大小（极角）为横坐标，以平均异常为

纵坐标，画出它们的关系曲线。如果测区内的异常

只有两级异常（即区域异常与局部异常），最佳窗口

大小就可以根据该曲线的水平渐近线的位置来估

计。如果存在三级或多级异常，则最佳窗口大小可

以根据曲线的转折点处的位置来估计。

如图３，选取犃、犅与犆 局部异常的区域，进

行滑动平均法最佳平滑窗口大小的估计，可以看

出，犆局部异常对应曲线的水平渐近线在５°以后，

而犃与犅 局部异常的水平渐近线在５．５°之后，因

此选择５．５°作为平滑窗口的极角。利用网格平

均法分离模拟的重力异常，结果如图４。

图３　最佳平滑窗口大小的估计

Ｆｉｇ．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ｏｌａｒａｎｇｌｅ

另外，分离出的区域及局部异常与模拟结果

具有一定差异，存在“虚假异常”［３］。这是因为在

异常的边沿处，重力异常平均值偏离实际区域异

常，因而区域异常与局部异常中的“虚假异常”符

号相反。消除“虚假异常”的一种方法是，对分离

图４　重力异常和滑动平均法分离出

重力异常／ｍＧａｌ

Ｆｉｇ．４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ｂｙＭｏｖ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

所得的区域异常再进行分离，将第二次求得的剩

余异常再加到原剩余异常中去，如此反复几次，直

到“虚假异常”基本消除。但迭代次数不能过多，

过多会影响区域场的幅值与形态。如图５，利用

网格平均法进行了４次迭代，可以看出，分离的区

域异常与犃、犅和犆局部异常均得到很大改善。

图５　网格平均法４次迭代分离出的重

力异常／ｍＧａｌ

Ｆｉｇ．５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ｙＭｏｖ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ｕｒ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２．３　重力异常分离方法的频谱特征

将前述方法分离的区域重力异常与模拟的总

重力异常在球谐域相除，即得到异常分离方法在

球谐域的滤波器特征，如图６所示。实际上，球冠

内网格平均法即Ｐｅｌｌｉｎｅｎ平均法
［７］，可以直接根

据球面卷积理论，推导得到其球谐谱［８］。

如图６，球冠内圆周及网格平均方法的滤波

器频谱存在正负相间的震荡特征，这可视为“虚假

异常”在谱域的反映。理论球谐谱与计算的球谐

谱两者符合较好，计算的滤波器频谱在高阶存在

一定程度的齿状波动，这是球谐变换的数值计算

误差所致。由此可知，球冠滑动平均方法是一种

６６８



　第３７卷第７期 杜劲松等：基于球冠滑动平均的球面重力异常分离方法

图６　球冠滑动平均重力异常分离方法

的滤波器特性及其与理论频谱的比较

Ｆｉｇ．６　Ｍｏｖ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Ｗｅｉｇｈｔ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Ｖａｌｕｅｓ

低通滤波，并且该算法对于全球或者区域尺度的

计算是有效的。

３　实际应用

为了分析球冠滑动平均重力异常分离方法在

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将其应用在地球布格重力

异常中。许多学者针对重力异常源深度与重力位

球谐函数阶次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对应

于岩石圈的重力异常的重力位球谐函数阶数为

６１阶以上；７～６０阶重力位球谐函数则表示上地

幔重力异常；而下地幔重力位球谐函数阶数为２

～６阶
［９］。对于给定的球谐阶数狀，平均半径为犚

的球面上的等距离笛卡尔波长定义为［１０］
λ ≈

２π犚［狀（狀＋１）］
－１／２，换算成球冠的极角（即球冠张

角的一半）为：Ф ≈π［狀（狀＋１）］
－１／２。若狀＝６０，

由上式可得球冠的极角约为３°。因此，本文尝试

利用３°的球冠极角滑动平均分离中国及其邻区

地壳与地幔产生的重力异常。

如图７，大洋中脊产生的低值负异常、板块边

沿的异常梯级带、中国的塔里木盆地与四川盆地

等冷地块呈现
"

值正异常等特征均清晰可见，与

实际地质情况相符，而且分离的地幔产生的重力

异常与地幔横波速度扰动［１１］也比较一致。而通

过直接截断球谐系数的阶次范围分离的局部重力

异常比较零散与杂乱，与地质构造对应较差。

图７　中国及其邻区局部与区域布格重力异常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Ｂｏｕｇｕｅ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

４　结　语

为了满足卫星重力与区域重力调查在地球物

理应用中的需要，将传统直角坐标系中的统计分

析方法，即滑动平均方法（包括圆周平均与网格平

均法）运用到球面上的重力异常分离中，该方法既

适用于全球也适用于局部区域。

模型实验及频谱分析表明，该方法是可行的，

且网格平均法优于圆周平均法，其分离异常的效

果均取决于滑动平均窗口的大小，在实际应用中，

最佳平滑窗口可以采用先验知识与实验方法估

计。在异常分离中出现的“虚假异常”，可以通过

适当次数的迭代予以压制，但是次数过多会影响

区域场的幅值与形态，一般选择２～４次。在地球

重力场的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模型分析及

实际应用均表明，通过直接截断模型阶次分离重

力异常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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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ＧＮＳＳ精密单点定位中的实时质量控制　　　　　　　张小红，等

 特征保持的三维复杂建筑物模型多分辨率表达 姜少波，等

 空间线群目标相似度计算模型研究 刘　涛，等

 邻坡反射辐射对地物反射率计算的影响评估 罗庆洲，等

 一种利用ＨＪＩＲＳ影像的林火火点自动检测算法 詹剑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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