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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重力异常数据构建重力梯度场的方法比较

刘金钊１，２　柳林涛２　梁星辉２　叶周润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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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７

摘　要：为实现大范围、高精度基准重力梯度数据库的构建，考虑到重力梯度场对地形质量的敏感效应，一般

利用恒密度数字高程模型来求取重力梯度值，从而忽略了地形密度变化以及水准面以下密度异常对重力梯

度的影响。根据重力位理论中求解边值问题的数值应用方法，直接利用重力异常数据求取重力梯度场，弥补

了密度变化和密度异常在重力梯度上的反映。根据模型算例和实测重力异常数据求取了剖面重力梯度值，结

果表明，限于重力数据空间分辨率的影响，利用重力异常数据可恢复中长波段重力梯度场。该方法与地形数

据求取重力梯度和卫星重力梯度测量等方法技术相结合，对重力梯度数据库的建设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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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质结构反演、地球资源勘探和重力辅助

导航中，重力梯度数据作为重力位的二阶导数，对

浅层地质结构密度变化十分敏感，其在空间的９

个分量（５个独立分量）对密度异常体的反映也更

加丰富，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应用。航空重力测量

与以住的重力测量相比较，能大范围、快速地获取

重力数据，其测量范围有效包括了以往重力测量

难以达到的区域，重力数据的获取变得更加便捷，

空间分辨率也有了大幅提高。然而，由于受到各

种因素的制约，现阶段高精度重力梯度数据的测

量和获取难以大范围实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地球物理勘探、地质资源调查和重力梯度辅

助匹配导航等领域的进一步发展［１，２］。

如何利用地形质量和重力数据解算得到高精

度的重力梯度全张量一直是众多学者希望解决的

问题，由于重力梯度对地表地形质量非常敏感，很

多学者提出利用数字高程模型（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ＤＥＭ）来解算重力梯度场
［３４］。然而，由于

密度测量的复杂性，利用ＤＥＭ 来解算重力梯度

是通过假设密度为常数值来进行的，通常取岩石

密度ρｒｏｃｋ为２．６７ｇ／ｃｍ
３。这种做法忽略了地形质

量密度变化和水准面以下密度异常在重力梯度场

上的实际反映，造成了重力梯度最终解算结果的

不准确［５］。重力异常数据能够反映地质体的密度

变化，一些学者研究利用重力异常数据直接求取

重力梯度全张量，克服了密度变化造成的缺

陷［５７］。此外，文献［８１０］提出了综合利用重力数

据和ＤＥＭ数据解算重力梯度场的方法，但数据

融合方法的最佳适应性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

本文根据位场理论中求解边值问题的数值应

用方法，以斯托克斯平面积分、最小二乘配置和径

向基样条函数为基础，直接利用重力异常数据恢

复中长波段重力梯度全张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

证明了方法的有效性；利用澳大利亚实测重力异

常数据求解了剖面重力梯度６个分量；最后，从功

率谱分析的角度与ＪｅｋｅｌｉＣ的航空重力梯度功率

谱密度模型进行了比对，并对三种方法进行了统

计分析和讨论［１１］。

１　方法原理

１．１　斯托克斯平面积分

在物理大地测量中，斯托克斯公式用来求解经

典重力位边值问题的解，由布隆斯定理和斯托克斯

公式可以确定大地水准面上重力异常和扰动位的

关系。考虑到重力梯度是位函数的二阶导数，随着

距离的增加，重力梯度场的能量在空间上衰减得更

加迅速；因此相对于重力异常，可将区域重力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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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局部效应，在平面坐标系下进行求解。斯托克

斯平面积分利用自由空间重力异常计算扰动位的

二阶导数来解算空间全张量重力梯度［１２１３］：

Γ犼犽 ＝
犚
４π

σ

Δ犵ｆｒｅｅ－ａｉｒ

２犛（狉，ψ）

狓犼狓犽
ｄσ （１）

式中，Γ犼犽为重力梯度分量；犚 是地球平均椭球半

径；犛（狉，ψ）≈２犚／犾，为平面近似斯托克斯函数；

狓犼，狓犽（犼，犽＝１，２，３），为笛卡尔坐标系下方向。对

式（１）的核函数进行离散化，得到平面近似的斯托

克斯公式：

Γ犼犽 ＝
犚
４π

σ

Δ犵ｆｒｅｅ－ａｉｒ

２犛（狉，ψ）

狓犼狓犽
ｄσ＝

∑
犖

狀＝１
∑
犕

犿＝１

Δ犵狀，犿·犓犼
犽
狀，犿

２π
（２）

犓犼犽狀，犿的解析表达式详见文献［１３］。

１．２　最小二乘配置

最小二乘配置是通过解算重力梯度与重力异

常的互协方差函数矩阵，根据最小二乘配置由区

域内的重力异常数据求解得到重力梯度全张量的

一种方法［５］。

Γ犼犽 ＝犆狅狏（Γ犼犽犘，Δ犵犙）犆狅狏（Δ犵犘，Δ犵犙＋犇）
－１
Δ犵犙

（３）

式中，犆狅狏（Γ犼犽犘，Δ犵犙）为重力梯度与重力异常的互

协方差阵；犆狅狏（Δ犵犘，Δ犵犙）为重力异常自协方差

阵；犇是观测噪声方差矩阵。

需要指出的是，利用区域内重力异常构建自

协方差矩阵时，对重力异常的空间分布并没有严

格的要求，重力异常数据可以是不同平面高度或

同一平面高度内的非格网分布。这点区别于斯托

克斯平面积分法求解重力梯度全张量，使得利用

最小二乘配置时，源数据处理更加灵活方便，也保

证了在格网化时降低时性的数据精度。

１．３　径向基样条函数

定义Ω＝ ξ∈犚
３

ξ｛ ｝＝１ 是犚３空间里的单

位球体，犓犃（ξ，η犻）是Ｆｒｅｅｄｅｎ等构造的球面样条，

该球面样条由距离球面上某点（η犻）的径向基函数

来定义，而该径向基函数可以表示成勒让德多项

式犘犾（ξ，η）的无限级数。希尔伯特空间中的任一

函数狊（ξ）都可以用该球面样条来表示
［１４］。则空

间点犘的重力梯度全张量可表示成：

Γ犼犽（犘）＝∑
犖

犻＝１

犮犻犓
Γ
犼犽
犃 （犘，犙犻） （４）

式中，犓Γ犼犽犃 （犘，犙犻）为重力梯度球面样条；犮犻 为系

数。犓Γ犼犽犃 （犘，犙犻），犮犻的解析表达式见文献［１３］。

２　模型试验

为了检验§１中介绍的斯托克斯平面积分、

最小二乘配置和径向基样条函数三种方法解算重

力梯度全张量的有效性，本文构造规则棱柱体模

型来进行验证［１５］。棱柱体长×宽×高为２００″×

２００″×２０００ｍ（″为空间秒，１″≈３０ｍ），位于区域

范围为１０００″×１０００″的中心。棱柱体的重力异

常和重力梯度理论值的计算结果见图１。

图１　模型重力垂直分量及重力梯度全张量

Ｆｉｇ．１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ＴｅｎｓｏｒｏｆＭｏｄｅ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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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０００″×１０００″区域中选择了一条犢＝

５００″，犡＝３５０″～６５０″，数据间隔为１０″的测线，利

用三种方法分别计算该测线上的６个重力梯度分

量，并和模型得出的重力梯度进行对比。对比结

果见图２，统计结果见表１。表１中单位为Ｅ，１Ｅ

＝１０－９·ｓ－２；犕 表示模型重力梯度理论值；犛、犔

和犚 分别表示斯托克斯平面积分、最小二乘配置

和径向基球面样条三种方法解算的重力梯度值；

犛犕、犔犕 和犚犕 是三种方法解算的重力梯度与

模型重力梯度理论值的差。

表１　解算重力梯度与模型理论值之差／Ｅ

Ｔａｂ．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ｒｉｖ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Ｅ

重力梯度差 ΔΓ１１ ΔΓ１２ ΔΓ１３ ΔΓ２２ ΔΓ２３ ΔΓ３３

标准偏差（犛犕） ２．１１４５ ０．００７１ ３．５６６７ １．１５９７ ０．００１３ ３．１２６０

标准偏差（犔犕） １．２０５１ ０．２２２６ １．２３０８ ０．４０３９ ０．２８０６ １．４８４３

标准偏差（犚犕） ４．４６６７ ０．００４７ ４．７７８９ ２．７３１１ ０．００８２ ６．４４２３

图２　三种方法解算的模型测线重力梯度

及模型测线重力梯度理论真值

Ｆｉｇ．２　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ｖｓ．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

　　从图２和表１中可以看出，斯托克斯平面积

分和最小二乘配置两种方法相较于径向基样

条函数，解算得到的重力梯度值更加接近理论真

值。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径向基样条函数

是球面样条，更适合于解算球面大范围重力梯度

场，对于小范围平面重力梯度场的解算，有一定的

误差。另外，斯托克斯平面积分要求重力异常数

据同一平面上呈格网化分布，而最小二乘配置和

径向基样条函数则对重力异常数据的高度和水平

分布没有严格要求，由此可见，三种方法在解算重

力梯度方面互相补充，各有适用。

３　实测数据处理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７日～９月１５日，荷兰Ｆｕｇｒｏ

公司和加拿大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ｖｉｔｙ公司在澳大利亚北

领地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重力测量实验，之后在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网站上公布了６０ｓ、８０ｓ和

１０３ｓ滤波后的重力异常数据
［１６］。笔者下载了这

次航空重力测量的自由空间重力异常数据，并在

测区中挑选了一条测线进行实验，重力异常数据

和测线的信息见图３和表２。

图３　测区地形和重力异常

Ｆｉｇ．３　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Ａｒｅａ

表２　测区重力异常和测线信息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Ａｒｅａ

类型 纬度 经度 分辨率／（°） 最小值／ｍＧａｌ 最大值／ｍＧａｌ

自由空间重力异常 １２．７７３°Ｎ～１２．２５３°Ｎ １３２．９６４°Ｅ～１３２．７９２°Ｅ ０．００４ ２６．８ ７７．０７

测线 １２．５５°Ｎ １３３．２５°Ｅ～１３３．５５°Ｅ ０．００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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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测区内的自由空间重力异常（这里使用

的是８０ｓ滤波后的重力异常数据），利用三种数

值方法计算了测线的重力梯度６个分量值，计算

结果见图４。

图４　三种方法解算的测区测线重力梯度值

Ｆｉｇ．４　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从图４中我们可以看出，斯托克斯平面积分

和最小二乘配置解算得到的重力梯度相当，而径

向基样条函数解算得到的重力梯度（除分量犌狔狔）

与前两种方法解算结果相差较大。

由于缺乏实测重力梯度数据进行结果分析，

本文求取了三种方法解算的重力梯度的功率谱密

度（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ＳＤ）
［１７，１８］，功率谱密

度计算见式（５）：

犘（犳）＝
１

犳狊犖 ∑
犖

狀＝１

狓（犻）犲－犼
（２π犳／犳狊

）狀 ２
（５）

式中，狓（犻）（犻＝１，…，犖）是原始信号向量；犖 是数

据总数；犘（犳）是原始信号狓（犻）的功率谱密度；犳狊、

犳分别是采样频率和功率谱密度频率。将所得功

率谱密度结果与Ｊｅｋｅｌｉ航空重力梯度功率谱密度

模型进行了比对［１１］。结果见图５和表３。表３中，

犕 表示模型重力梯度理论值；犛、犔和犚 分别表示

斯托克斯平面积分、最小二乘配置和径向基球面

样条三种方法解算的重力梯度值；ＰＳＤ（ΔΓ）是解

算的重力梯度与模型重力梯度理论值的差的功率

谱密度。

图５　三种方法解算的重力梯度功率谱密度

与模型功率谱密度

Ｆｉｇ．５　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ＰＳＤ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ＰＳＤ

表３　解算重力梯度功率谱密度与模型功率谱密度之差／（Ｅ／槡Ｈｚ）

Ｔａｂ．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ＳＤｏｆＤｅｒｉｖ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ＳＤｏｆＭｏｄｅｌ／（Ｅ／槡Ｈｚ）

功率谱密度差 ＰＳＤ（ΔΓ１１） ＰＳＤ（ΔΓ１２） ＰＳＤ（ΔΓ１３） ＰＳＤ（ΔΓ２２） ＰＳＤ（ΔΓ２３） ＰＳＤ（ΔΓ３３）

标准偏差（犛犕） １７．２１１９ １０．１５３９ １８．５３０７ ２５．４６７０ ２１．７６１１ ２８．９１１９

标准偏差（犔犕） １７．７７７７ ９．８６５５ １９．２２２９ ２６．１０５０ ２１．８０８８ ３０．０６３６

标准偏差（犚犕） １８．７８１４ １２．３９９０ １５．５７６８ ２３．８６２６ ２２．２７５３ ３１．３３３４

　　从图５和表３中可以发现，相对于径向基样

条函数解，斯托克斯平面积分和最小二乘配置解

算的重力梯度的功率谱密度与模型功率谱密度之

差较小，这与§２中的棱柱模型分析结果相一致。

从图５可以看出，频率小于０．０１Ｈｚ时，三种方法

解算得到的重力梯度功率谱密度与模型功率谱密

度误差较小，当频率大于０．０１Ｈｚ时，误差增大。

因此，本文算法可直接利用重力异常数据恢复中

长波段重力梯度场。

另外，应用重力梯度数据进行水准面以下油

气矿产资源勘探时，需要做地形改正，去除水准面

以上地形质量的影响。而重力梯度地形改正因背

景噪声大，信噪比低，难以得到精确的改正后数

据［１９］。这时利用地形改正后的重力异常数据求

解重力梯度就不失为一种间接有效的方法。

４　结　语

本文根据物理大地测量中求解边值问题的数

值应用方法，介绍了基于重力异常数据，利用斯托

克斯平面积分、最小二乘配置和径向基样条函数

解算空间全张量重力梯度数据的过程。构建了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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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理论模型，同时处理了澳大利亚北领地实测自

由空间重力异常数据，并将解算结果与国外成熟

的功率谱密度模型进行了比对。无论是模型结果

还是实测数据解算结果，都说明了三种方法解算

重力梯度全张量的有效性。其中斯托克斯平面积

分和最小二乘配置解算的重力梯度精度相当，优

于径向基球面样条法解算结果。另外，斯托克斯

方法处理重力数据时要求数据呈格网等间距分布

（频域方法也要求数据呈格网等间距分布），而最

小二乘配置与径向基样条函数则可以处理不同高

度、任意间隔分布的区域重力异常数据，这就避免

了观测数据格网化过程中高频信息丢失的问题，

三种方法互相补充，各有适用。本文计算了实测

重力数据解算得到的重力梯度的功率谱密度，并

和ＪｅｋｅｌｉＣ航空重力梯度功率谱密度模型进行了

对比，发现由于重力数据空间分辨率较低，解算得

到的重力梯度功率谱密度和模型功率谱密度只在

中低频波段（＜０．０１Ｈｚ）吻合较好，随着频率增

大，结果变差。所以，建议利用本文方法处理高空

间分辨率重力异常数据，构建精确的重力梯度数

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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