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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精度金星重力场的获取，是金星探测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最新的金星地形和重力模型，通过高通滤波后

的残差地形（ＲＴＭ）并在考虑均衡改正的情况下改进了重力的短波成分，最终提出了一个新的金星重力模型

ＶＧＭ２０１３，该模型赤道分辨率达１０ｋｍ量级，大大高于现有的金星重力场模型，最终结果是金星表面重力加速度

和重力扰动．研究中同时发现金星在ＡｉｒｙＨｅｉｓｋａｎｅｎ均衡模型下的全球最优补偿深度为３０ｋｍ，金星地壳的密度

可能小于当前认为的２７００～２９００ｋｇ·ｍ
－３．ＶＧＭ２０１３模型的结果可为将来的金星探测器定轨和着陆导航提供参

考，作为重力计算的先验模型．但由于该模型没有包含短波重力观测信息，不建议直接用于更小尺度的地质和地球

物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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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金星（Ｖｅｎｕｓ）是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之一，也是

离地球最近的一颗类地行星．因此，在人类探索太阳

系及宇宙的过程中，金星和月球、火星一样，也是人

类优先探索的重要目标．而高精度重力场的获取，一

直是行星探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高精度重力

场模型能确保探测器精密导航定位．另一方面，与地

震、磁场等其他地球物理数据的空间分布局限性相

比，重力场信息可以实现全球覆盖．此外，结合高精

度地形模型，可以加深对行星内部构造特征和热演

化等过程的理解．

行星重力场主要通过探测器的轨道跟踪数据获

得，但随着探测器轨道高度的增加，重力信息迅速衰

减，这极大限制了重力场模型的空间分辨率．基于

１９７８年发射的ＰｉｏｎｅｅｒＶｅｎｕｓＯｒｂｉｔｅｒ（ＰＶＯ）卫星

的重力数据和雷达测高数据，使得人们首次获得了

金星的重力和地形信息．而之后于１９８９年发射的

Ｍａｇｅｌｌａｎ卫星则大大提高了精度和覆盖率．目前，

最新的金星重力场模型 ＭＧＮＰ１８０Ｕ空间分辨率仅

有赤道区域约１００ｋｍ（Ｋｏｎｏｐｌｉｖｅｔａｌ．，１９９９），而

通过雷达测距得出的金星地形在赤道区域的分辨率

却可以达到约５ｋｍ（Ｒａｐｐａｐｏｒ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大大

高于现有重力场的精度．由于地形信息被认为是地

球、月球及其他类地行星重力场短波成分的主要来

源（ＦｏｒｓｂｅｒｇａｎｄＴｓｃｈｅｒｎｉｎｇ，１９８１；Ｗｉｅｃｚｏｒｅｋ，

２００７），通过合理的假设和建模，金星的地形数据可

以用于改进和精化重力场短波部分．其中一个重要

方法就是利用实际地形和球谐截断地形的差值建立

残差地形模型（ＲＴＭ），并以此作为影响重力场短波

成分的主要因素．Ｆｏｒｓｂｅｒｇ（１９８４）提出将残差地形

部分划分为矩形晶格（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Ｐｒｉｓｍｓ），通过数

值积分逐晶格近似计算地形对重力场短波部分、密

度异常等地球物理参数的影响，以此得到三维的重

力场相关参数．Ｎａｇｙ等（２０００）推导了通过矩形晶格

方法估算重力位及其一至三阶导数的解析表达形式

并进一步分析了该方法的应用．Ｈｉｒｔ等（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Ｈｉｒｔ和Ｆ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ｏｎｅ（２０１２）通过地形数据结

合矩形晶格法改进地球、月球和火星的重力场，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但该方法用于金星重力场精化需面对新的问

题，一是金星地形的缺陷，金星的地形数据尚不能达

到完全覆盖，需要对地形进行预处理；二是过去通过

矩形晶格算法精化行星重力场的研究均没有考虑均

衡补偿效应，但这在金星上不可忽略（Ｋｕｃｉｎｓｋａｓ

ａｎｄＴｕｒｃｏｔｔｅ，１９９４；Ｋｕｃｉｎｓｋ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Ｇｒｉｍｍ

ａｎｄＨｅｓｓ，１９９７）．本文采用地形数据结合矩形晶格

法改进了金星的重力场的同时，加入了均衡改正，

得到分辨率为０．１°的精化的金星表面重力模型

ＶＧＭ２０１３（Ｖｅｎｕ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２０１３）．此外，本文

还在引入均衡改正的过程中进一步得出了关于全球

补偿深度和壳密度的重要结论．

２　数据介绍

２．１　地形数据

金星表面覆盖着浓密的酸性大气层，故为了获

得表面的观测数据，必须使用能够穿透大气的波段．

金星的地形数据是通过 Ｖｅｎｅｒａ１５、１６，Ｐｉｏｎｅｅｒ

ＶｅｎｕｓＯｒｂｉｔｅｒ（ＰＶＯ）和 Ｍａｇｅｌｌａｎ的星载雷达测高

计获得的，其中 Ｍａｇｅｌｌａｎ探测器起了最重要的作

用．Ｍａｇｅｌｌａｎ任务发射于１９８９年３月４日，于１９９０

年８月１０日抵达金星．在前八个月的探测中（ｃｙｃｌｅ１），

Ｍａｇｅｌｌａｎ收集了火星表面８４％的雷达影像，分辨率

是前苏联Ｖｅｎｅｒａ１５和１６号的１０倍．在其扩展任

务中，Ｍａｇｅｌｌａｎ又进一步测量了两个周期（ｃｙｃｌｅ２，３），

生成了覆盖金星９８％的地图（ＳｏｌｏｍｏｎａｎｄＨｅａｄ，

１９９１）．Ｍａｇｅｌｌａｎ于１９９０年９月开始测量时，人们

对金星的重力场信息还知之甚少，仅有的了解源于

大偏心率轨道的ＰＶＯ探测器，这导致 Ｍａｇｅｌｌａｎ的轨

道星历误差极大，从而直接影响了地形测量精度

（Ｗｉｅｃｚｏｒｅｋ，２００７）．随后，由于ＪＰＬ（Ｊｅｔ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导航小组的 ＭｃＮａｍｅｅ等（１９９２）改进了

金星重力场，轨道误差也随之减小．Ｋｏｎｏｐｌｉｖ等提

出的１２０阶的重力模型 ＭＧＮＰ１２０ＰＳＡＡＰ（Ｋｏｎｏｐｌｉｖ

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和１８０阶模型ＭＧＮＰ１８０Ｕ（Ｋｏｎｏｐｌｉｖ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大大提高了探测器的导航精度，这些改进

了的轨道星历被Ｒａｐｐａｐｏｒｔ等（１９９９）用于重新处理

测高数据并提出了一个改进后的３６０阶地形模型．

最终的地形数据以４０９６×８１９２大小的格网形式保存在

了行星数据系统（ＰＤＳ）的地球科学节点（ｆｔｐ：∥ｖｏｉｒ．

５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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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金星地形球谐模型是 Ｗｉｅｃｚｏｒｅｋ计算的

７１９阶模型 ＶｅｎｕｓＴｏｐｏ７１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ｇｐ．ｆｒ／～

ｗｉｅｃｚｏｒ／ＳＨ／ＳＨ．ｈｔｍｌ）．该模型主要基于 Ｍａｇｅｌｌａｎ

的ＧＴＤＲ３；２数据，２％的空白区域则先后利用

ＰＶＯ以及Ｖｅｎｅｒａ１５和１６的数据进行填补，并通过

ＧＭＴ软件进行一定的内插和平滑处理，得到

０．１２５°×０．１２５°的格网数据，最后通过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和

Ｈｅａｌｌｙ（１９９４）的算法将格网数据转化为球谐系数形

式．本文采用的地形模型即为ＧＴＤＲ３；２和 Ｖｅｎｕｓ

Ｔｏｐｏ７１９．

２．２　重力数据

由于测量手段的限制，对金星重力场的解算均

基于不同时期不同探测器大量的轨道跟踪数据，通

过对轨道跟踪数据进行最优权重分配，结合轨道动

力学理论进行探测器精密定轨及重力场模型位系数

计算．金星重力场模型已通过对ＰＶＯ和 Ｍａｇｅｌｌａｎ

探测器的轨道跟踪数据分析得以建立，后者因其大

大提高的数据覆盖率对重力场起了主要作用（Ｓｊｏｇｒｅｎ

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最新的金星重力场模型是 Ｋｏｎｏｐｌｉｖ等（１９９９）

的１８０阶模型ＭＧＮＰ１８０Ｕ，亦即本文采用的重力场

模型．由于当时的计算限制，该模型通过三个步骤建

立．首先一步解算出前１２０阶系数，即为之前的１２０

阶模型 ＭＧＮＰ１２０ＰＳＡＡＰ（Ｋｏｎｏｐｌｉｖｅｔａｌ．，１９９６），

然后在第一步的基础上使用相同的空间约束进一步

解得１１６到１５５阶系数，最后加入Ｋａｕｌａ约束解出

１５４～１８０阶系数．由于第一二步中都采用了空间约

束，模型不同表面位置的空间分辨率差异非常大，接

近１８０阶的频谱分辨率可以被认为是接近赤道地区

的，其他区域的分辨率有的低至４０阶（Ｋｏｎｏｐｌｉｖ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３　基本原理

本文提出的金星重力场模型ＶＧＭ２０１３是由以

下三部分组成的：（１）金星表面的正常重力γ；（２）重

力扰动的中长波部分δ犵
ＭＧＮＰ；（３）重力扰动短波部

分δ犵
ＶＲＴＭ 和δ犵

ＡＨ．

３．１　表面正常重力和中长波重力扰动

金星的表面正常重力可近似表达为：

γ＝γ０＋犎
γ
狉
＋
犎２

２

２
γ

狉
２－狕ｃｏｓφ， （１）

其中，γ０＝犌犕／犚
２为平均半径上的引力值，犌为万

有引力常数，犕 为金星质量，狉为测高数据得出的

表面径向距离，为格网形式的数据点，φ为地心纬

度，λ为地心经度，即狉（φ，λ），犎（φ，λ）＝狉（φ，λ）－犚

为测高数据与平均半径犚的差值，狕＝ω
２犚为赤道

上的离心加速度．表１为本文所用的金星基本参数，

可以看到，金星的自转速率非常小，导致离心加速度

项的量级只有１０－２ｍＧａｌ，远小于本文的计算量级，

故本文实际计算中没有考虑金星的离心加速度．

表１　本文所用的金星基本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犅犪狊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狌狊犲犱犻狀狋犺犻狊狆犪狆犲狉

参数 取值 来源

犚 ６０５１８７７ｍ ＶｅｎｕｓＴｏｐｏ７１９

犌犕３．２４８５８５９２０７９×１０１４ｍ３·ｓ－２
ＭＧＮＰ１８０Ｕ，

Ｋｏｎｏｐｌｉｖ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ω ２．９９２４×１０－７ｒａｄ·ｓ－１ Ｋｏｎｏｐｌｉｖ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中长波重力扰动部分δ犵
ＭＧＮＰ 可以通过重力扰

动位的径向偏导数直接得到（Ｔｏｒｇｅ，２００１）：

δ犵
ＭＧＮＰ（φ，λ，狉）＝－

犜

狉
＝
犌犕

狉２ ∑
犖

狀＝２

（狀＋１）
犚０（ ）狉

狀

∑
狀

犿＝０

（犆狀犿ｃｏｓ犿λ＋犛狀犿ｓｉｎ犿λ）Ｐ狀犿（ｓｉｎφ）， （２）

其中，犖 为选取的截断阶次，狉（φ，λ）为表面径向距

离，犚０＝６０５１０００ｍ为金星重力场计算的参考半径

（Ｋｏｎｏｐｌｉｖｅｔａｌ．，１９９９），犆狀犿、犛狀犿 为完全正规化的

球谐系数，Ｐ狀犿 为完全正规化的勒让德函数．这部分

的重力扰动为截断阶数犖 之前所有球谐系数计算

所得，具体数值的选取见后文４．１节所示，相当于金

星中长波重力信号对重力扰动的贡献．

３．２　短波重力扰动

３．２．１　地形残差（ＲＴＭ）对短波重力的改进

普遍认为，类地行星重力场的短波部分主要由

地形引起的，去掉了中低频地形信号得到的残差地

形（ＲＴＭ）相当于一个高通滤波器，其中包含了大量

的高频重力信息．另一方面，精确的数值积分需要知

道各点的密度值，这在目前的观测条件下是不可能

的，考虑到金星壳的主要成分为玄武岩，密度估计在

２７００到２９００ｋｇ·ｍ
－３之间（Ｋｏｎｏｐｌｉｖ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Ｂａｎｅｒｄｔ，１９８６），由于该范围的密度取值对整个短

波部分的重力扰动影响不超过７．４％，本文取值为

２７００ｋｇ·ｍ
－３．于是，本文先在金星浅层壳密度为

均值、非补偿的假设下，通过残差地形模型（ＲＴＭ）

６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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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矩形晶格求积估计重力场的短波成分δ犵
ＶＲＴＭ．

任一格网点的地形残差狕ＲＴＭ（φ，λ）通过实际地

形与截断的球谐函数计算的参考地形之差获得：

狕ＲＴＭ（φ，λ）＝狉（φ，λ）

－∑
犖

狀＝０
∑
狀

犿＝０

犎犆狀犿ｃｏｓ犿λ＋犎犛狀犿ｓｉｎ犿（ ）λ Ｐ狀犿 ｓｉｎ（ ）φ ，

（３）

其中截断阶数犖 与３．１节中的重力扰动计算保持

一致，犎犆狀犿 和犎犛狀犿 为完全正规化的地形球谐

系数．

采用Ｆｏｒｓｂｅｒｇ（１９８４）和 Ｎａｇｙ等（２０００）的方

法，将每个格网点看作一个晶格（ｐｒｉｓｍ），见图１，对

任一所求的格网点犘，附近的残差地形对该点的短

波重力扰动影响可利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通过数

值积分逐晶格近似计算，每个晶格 犙 的高度为

狕
ＲＴＭ

犙
（φ，λ），即狕１ ＝０，狕２ ＝狕

ＲＴＭ

犙
（φ，λ），长宽范围分

图１　矩形晶格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ａｔｔｉｃｅ

别为狓１到狓２，狔１到狔２，则所有晶格引起的重力扰动

之和δ犵
ＶＲＴＭ 可表示为：

δ犵
ＶＲＴＭ

＝犺犮－∑
犽

１

犌ρ 狓ｌｎ（狔＋犮）＋狔ｌｎ（狓＋犮）－狕ａｒｃｔａｎ
狓狔
狕犮

狓
２

狓
１

狔２

狔１

狕
２

狕
１

， （４）

其中，ρ为晶格密度，犮为点犘 和点犙 间的距离，犽

为所有对犘 点有影响的晶格数目，参考 Ｈｉｒｔ和

Ｆ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ｏｎｅ（２０１２）在月球和Ｈｉｒｔ等（２０１２）火星计

算中的取值，这里的积分半径选为４００ｋｍ，同时，通

过对金星的试算可以发现，４００ｋｍ以外的晶格对计

算点的重力扰动的影响远小于本文的计算量级，可

忽略不计．当点犘 位于参考面之下时，需要加入层

间改正项犺犮，即

犺犮＝
０， 狕

ＲＴＭ

犘 ≥０

４π犌ρ狕
ＲＴＭ

犘
， 狕

ＲＴＭ

犘 ＜
烅
烄

烆 ０
（５）

３．２．２　均衡改正

以往通过矩形晶格精化重力场的研究均没有考

虑均衡补偿的影响（Ｆｏｒｓｂｅｒｇ，１９８４；Ｎａｇｙ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Ｈｉ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ＨｉｒｔａｎｄＦ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ｏｎｅ，

２０１２），因为对地球、月球和火星，１０～１００ｋｍ尺度

的地形载荷被认为主要由岩石圈支撑而非均衡补偿

（Ｂａｎｅｒｄｔ，１９８６），更小尺度的地形载荷更是如此，

因此，小尺度的地形可以认为处于非均衡补偿状态．

与此不同的是，通过对金星导纳等其他相关研究表

明金星处于高度均衡、充分补偿状态（Ｋｕｃｉｎｓｋａ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ｃｏｔｔｅ，１９９４；Ｋｕｃｉｎｓｋ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６；

ＧｒｉｍｍａｎｄＨｅｓｓ，１９９７）．故本文认为非均衡地形假

设在金星不成立，即使对于短波地形，均衡改正也是

必须的．

目前的研究认为，考虑到岩性相变的因素，理想

的ＰｒａｔｔＨａｙｆｏｒｄ均衡模型不适用于金星（Ｊａｍｅ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而对于ＡｉｒｙＨｅｉｓｋａｎｅｎ补偿，其补偿深

度普遍认为在３０～５０ｋｍ 范围（Ｋｕｃｉｎｓｋａｓａｎｄ

Ｔｕｒｃｏｔｔｅ，１９９４；Ｋｕｃｉｎｓｋ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Ｇｒｉｍｍ

ａｎｄＨｅｓｓ，１９９７），故本文采 用全 球性的 Ａｉｒｙ

Ｈｅｉｓｋａｎｅｎ补偿假设，通过计算比较分析后，补偿深

度选为３０ｋｍ，具体选取过程见５．２节．

ＡｉｒｙＨｅｉｓｋａｎｅｎ补偿引起的重力改正可通过完全

规格化的重力位系数表示为（Ｒｕｍｍｅｌｅｔａｌ．，１９８８）：

　　

珚犆
ＡＨ

狀犿

珚犛
ＡＨ烅

烄

烆
烍
烌

烎狀犿

＝－
３

２狀＋１
ρｃ

珋ρ

犚－犇（ ）犚

狀 犎犆１狀犿

犎犛１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狀犿

－
狀＋２
２

ρｃ

ρｍ－ρｃ

犚－犇（ ）犚

狀－３ 犎犆２狀犿

犎犛２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熿

燀 狀犿

＋
（狀＋２）（狀＋１）

６
ρｃ

ρｍ－ρ
（ ）

ｃ

２
犚－犇（ ）犚

狀－６ 犎犆３狀犿

犎犛３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燄

燅狀犿

， （６）

其中，ρｃ为壳平均密度，ρｍ为幔平均密度，取３２００ｋｇ·ｍ
－３（Ｂａｎｅｒｄｔ，１９８６），珋ρ为金星全球平均密度，犚为平均

半径，犇为补偿深度，犎犆１狀犿、犎犛１狀犿、犎犆２狀犿、犎犛２狀犿、犎犆３狀犿、犎犛３狀犿 为完全规格化的球谐函数系数：

７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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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犆１狀犿

犎犛１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狀犿

＝
１

４π∫σ
狉（φ，λ）－犚

犚

ｃｏｓ犿λ

ｓｉｎ犿｛ ｝λ Ｐ（ｓｉｎφ）ｄσ，
犎犆２狀犿

犎犛２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狀犿

＝
１

４π∫σ
狉（φ，λ）－犚（ ）犚

２ ｃｏｓ犿λ

ｓｉｎ犿｛ ｝λ Ｐｓｉｎ（ ）φ ｄσ， （７）

犎犆３狀犿

犎犛３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狀犿

＝
１

４π∫σ
狉（φ，λ）－犚（ ）犚

３ ｃｏｓ犿λ

ｓｉｎ犿｛ ｝λ Ｐ（ｓｉｎφ）ｄσ．
于是对于短波重力δ犵

ＶＲＴＭ，其对应的均衡改正为：

δ犵
ＡＨ
＝
犌犕

狉２ ∑

狀
ｍａｘ

狀＝犖＋１

（狀＋１）
犚０（ ）狉

狀

∑
狀

犿＝０

珚犆
ＡＨ

狀犿ｃｏｓ犿λ＋珚犛
ＡＨ

狀犿ｓｉｎ犿（ ）λ Ｐ狀犿（ｓｉｎφ）， （８）

其中狀ｍａｘ为该分辨率下的对应阶数．

综合以上所述三部分重力信息，本文获得的最

终计算结果为金星表面重力加速度犵
ＶＧＭ 及重力扰

动δ犵
ＶＧＭ：

　　　δ犵
ＶＧＭ
＝δ犵

ＭＧＮＰ
＋δ犵

ＶＲＴＭ
＋δ犵

ＡＨ， （９）

　　　 犵
ＶＧＭ
＝γ＋δ犵

ＶＧＭ． （１０）

４　数据预处理

４．１　截断阶次选取

为了将重力信号的中长波成分和短波成分分

开，以便用地形数据改进重力的短波成分，我们需要

选取合适的重力场和地形模型截断阶次犖．相关系

数是常用的判断指标．重力犵和地形犳 的相关系数

γ（）犾 可通过重力和地形球谐模型的系数计算得到，

表示为（Ｗｉｅｃｚｏｒｅｋ，２００７）：

γ（犾）＝
犛犳犵（犾）

犛犳犳（犾）犛犵犵（犾槡 ）
， （１１）

其中犛犵犵（犾）＝∑
犾

犿＝２

珚犛
２

犾犿 ＋珚犆
２（ ）犾犿
和犛犳犳（犾）＝

∑
犾

犿＝２

犎犛
２

犾犿 ＋犎犆
２（ ）犾犿
分别为重力和地形在频率域内的

能量，即自功率谱，犛犳犵（犾）＝ ∑
犾

犿＝２

（珚犛犾犿 犎犛犾犿 ＋珚犆犾犿

犎犆犾犿）为重力和地形的互功率谱，２～１８０阶金星重

力与地形相关性如图２所示．

图２中可以看出，１２０阶以后的重力与地形球

谐系数相关性小于０．４，同时参考ＭＧＮＰ１８０Ｕ重力

模型的阶方差曲线（见图１１ａ），１２０阶以后的重力信

号迅速衰减，综合两者可以认为，１２０阶之前的重力

信号基本有效，其位系数代表了重力场的中长波成

分，而１２０阶以后的剧烈衰减可以认为是由不精确

的重力场短波成分造成的．因此，本文选取犖＝１２０

阶作为重力场和地形的截断阶次．

图２　金星重力与地形的相关性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ｎＶｅｎｕｓ

４．２　地形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ＧＴＤＲ．３；２的正弦投影地形数据作

为真实地形见图３，分辨率为０．０４３９°．由图３中可

明显看出，ＧＴＤＲ．３；２地形数据在金星表面有多处

狭长形轨道未覆盖区域，部分区域还有呈散点状的

轨道误差，见红框区域所示．对于ＧＴＤＲ．３；２没有

数据覆盖的区域，本文先使用 ＶｅｎｕｓＴｏｐｏ７１９模型

的计算值来填补，并以一定的平滑处理来减少散点

状的轨道误差，最终通过二次插值转化为０．１°格网

数据．填补和平滑的效果见图４．

本文使用的实际地形见图５ａ，残差地形（ＲＴＭ）

见图５ｂ．需要注意图３中红框位置对应的区域实际

并未达到本文计算的分辨率，其值本身也不准确．图

３、图５（ａ，ｂ）均为 Ｍｏｌｌｗｅｉｄｅ投影，投影中心为０°

经线．

５　计算结果与分析

５．１　计算结果

图６ａ为３．２节计算的中长波重力扰动部分，

８８４２



　８期 徐璐媛等：基于地形精化的金星重力场模型ＶＧＭ２０１３

图３　ＧＴＤＲ．３；２地形图，参考半径为６０５１８７７ｍ

Ｆｉｇ．３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ｐｏｆＧＴＤＲ３；２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６０５１８７７ｍ

图４　地形数据预处理示意图

（ａ）原始地形图；（ｂ）空白区域以ＶｅｎｕｓＴｏｐｏ７１９模型填补后的地形图；（ｃ）平滑前；（ｄ）平滑后．

Ｆｉｇ．４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ＡｆｔｅｒｇａｐｆｉｌｌｉｎｇｂｙＶｅｎｕｓＴｏｐｏ７１９ｍｏｄｅｌ；（ｃ）Ｂｅｆｏｒｅ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ｄ）Ａｆｔｅｒ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图６ｂ为３．３节计算的短波重力扰动部分，两部分之

和即为金星表面的重力扰动，见图６ｃ．金星表面重

力扰动结合３．１节的表面正常重力，可得到金星表

面的重力加速度，见图６ｄ．图６（ａ—ｄ）均为 Ｍｏｌｌｗｅｉｄｅ

投影，投影中心为０°经线．

为了更直观清晰地显示不同阶次的重力成分对

９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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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本文所用的输入地形

（ａ）本文使用的地形，参考半径为６０５１８７７ｍ；（ｂ）金星残差地形图（ＲＴＭ）．

Ｆｉｇ．５　Ｉｎｐｕｔ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ａ）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ｔｏａ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６０５１８７７ｍ；（ｂ）ＲＴＭｏｆＶｅｎｕｓ．

图６　ＶＧＭ２０１３模型结果

（ａ）中长波重力扰动；（ｂ）短波重力扰动；（ｃ）ＶＧＭ２０１３金星表面重力扰动；（ｄ）ＶＧＭ２０１３金星表面重力加速度．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ＧＭ２０１３ｍｏｄｅｌ

（ａ）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ｎｇ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ｂ）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ｏｆ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ｃ）ＶＧＭ２００１３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ｄ）ＶＧＭ２００１３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最终重力扰动的影响，图７和图８分别选取因其有

着和地球相似的火山地貌而一直是研究热点的

ＢｅｔａＲｅｇｉｏ（１０°～４０°，－６５°～－９０°）和 ＡｔｌａＲｅｇｉｏ

（－２０°～２５°，－１５５°～－１８０°）区域进行分析．Ｂｅｔａ

Ｒｅｇｉｏ位于中北纬地区，是金星上最早被识别的地

貌之一．主要地貌特征为岩石圈抬升和火山作用下

隆起的南部 Ｂｅｔａ高地被南北向的裂谷 Ｄｅｖａｎａ

Ｃｈａｓｍａ所截断（ＢａｓｉｌｅｖｓｋｙａｎｄＨｅａｄ，２００７）．Ａｔｌａ

Ｒｅｇｉｏ位于赤道一带，周围有着为数众多相互覆盖

的熔岩流，主要地貌特征有位于东南的ＯｚｚａＭｏｎｓ，

位于西南的 ＭａａｔＭｏｎｓ和西北的ＳａｐａｓＭｏｎｓ三大

火山，以及 ＧａｎｉｓＣｈａｓｍａ、ＤａｌｉＣｈａｓｍａ和 Ｐａｒｇａ

Ｃｈａｓｍａ三大裂谷（ＳｅｎｓｋｅａｎｄＨｅａｄ，１９９２）．图中

可以明显看出，中长波部分的重力扰动主要反映了

火山隆起抬升等大尺度的重力场信息，而短波部分

的重力扰动主要反映了裂谷、脊状带等小尺度的重

力场信息，通过对小尺度重力场的改进，可以得到分

辨率更高的重力场．

０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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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ＢｅｔａＲｅｇｉｏ区域不同波段重力扰动示意图，单位为ｍＧａｌ

（ａ）中长波部分；（ｂ）短波部分；（ｃ）最终结果，（ａ）和（ｂ）的叠加．

Ｆｉｇ．７　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ｔＢｅｔａＲｅｇｉｏ（ｉｎｍＧａｌ）

（ａ）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ｎｇ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ｐａｒｔ；（ｂ）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ｐａｒｔ；（ｃ）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ａｎｄ（ｂ）．

图８　ＡｔｌａＲｅｇｉｏ区域不同波段重力扰动示意图，单位为ｍＧａｌ

（ａ）中长波部分；（ｂ）短波部分；（ｃ）最终结果，（ａ）和（ｂ）的叠加．

Ｆｉｇ．８　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ａｔＡｔｌａＲｅｇｉｏ（ｉｎｍＧａｌ）

（ａ）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ｎｇ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ｐａｒｔ；（ｂ）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ｐａｒｔ；（ｃ）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ａｎｄ（ｂ）．

５．２　模型分析及评价

总体看来，由于金星表面相对平坦，地形最高

处和最低处相差不超过１４０００ｍ （Ｓｏｌｏｍｏｎａｎｄ

Ｈｅａｄ，１９９１），故除了部分特征区域外，金星的表面

重力扰动总体较小，ＭＧＮＰ１８０Ｕ 模型的金星表面

重力扰动约在－２００到５００ｍＧａｌ范围内（Ｋｏｎｏｐｌｉｖ

ｅｔａｌ．，１９９９），而本文的ＶＧＭ２０１３模型由于用地形

残差改进了短波重力成分，对平坦区域影响不大，但

对高地和低地的重力扰动影响很大，这使得金星表

面重力异常范围明显增大，图６ｃ也可以看出，只有

在高地和低地，短波地形才会引起明显的重力扰动．表

２给出了ＶＧＭ２０１３模型的基本统计信息，ＶＧＭ２０１３

表面重力加速度的最小值为８．８４１７７ｍ·ｓ－２，位于

Ｍａｘｗｅｌｌ地区，和 ＭＧＮＰ１８０模型的表面重力加速

度最小值位置相同．

表３对比了本文提出的金星表面重力模型

ＶＧＭ２０１３和之前四个金星重力模型在金星１２个

特征区域的表面重力扰动最大值．ＭＧＮＰ１２０ＰＳＡＡＰ、

表２　犞犌犕２０１３模型基本统计信息（单位犿犌犪犾）

犜犪犫犾犲２　犅犪狊犻犮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狅犳犞犌犕２０１３犿狅犱犲犾（犻狀犿犌犪犾）

参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均方差

ＶＧＭ２０１３表面

重力加速度
８８７７２４．１ ８８４１７６．９ ８８７００６．６ ２３５６．７

ＶＧＭ２０１３表面

重力扰动
６１５．０ －３５０．１ －３．５ ３７６．７

ＭＧＮＰ２１２０中

长波表面重力扰动
４３０．４ －１５０．１ －３．６ ３７４．７

ＶＲＴＭ１２０＋ＡＨ３０

短波表面重力扰动
３０４．４ －４８２．８ ０．１ ３５．８

ＭＧＮＰ１８０Ｕ分别为Ｋｏｎｏｐｌｉｖ等（１９９６，１９９９）通过

轨道跟踪数据获得的１２０、１８０阶重力模型．可以看

出，相 对 于 最 新 的 ＭＧＮＰ１８０Ｕ 模 型，本 文 的

ＶＧＭ２０１３模型对其中大部分区域的重力扰动峰值

有很大改进，对Ｓａｐａｓ、Ａｔａｌａｎｔａ和 Ｍｅａｄ区域的改

进较小，表明该处的短波结构较少．金星表面重力异

常的最大值与 ＭＧＮＰ１２０ＰＳＡＡＰ和 ＭＧＮＰ１８０Ｕ

模型一致，位于ＡｔｌａＲｅｇｉｏ的 ＭａａｔＭｏｎｓ区域．

１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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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犞犌犕２０１３和之前的重力模型在金星１２个特征区域的表面重力扰动峰值（单位犿犌犪犾）

犜犪犫犾犲３　犌狉犪狏犻狋狔犱犻狊狋狌狉犫犪狀犮犲狆犲犪犽狊犪狋狋犺犲狊狌狉犳犪犮犲狅犳犞犲狀狌狊犻犪狀犳犲犪狋狌狉犲狊狅犳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犳狅狉狋犺狉犲犲犵狉犪狏犻狋狔犿狅犱犲犾狊（犻狀犿犌犪犾）

区域 经度范围 纬度范围 ＭＧＮＰ１２０ＰＳＡＡＰ ＭＧＮＰ１８０Ｕ ＶＧＭ２０１３

Ｍａｘｗｅｌｌ －５０°～２０° ５５°～８０° ２３６．１ ２５４．０ ３４３．７

Ａｋｎａ －４０°～－５０° ６５°～７０° １１６．４ １４４．８ ２７５．３

Ｆｒｅｙａ －１９°～－２４° ７５°～７１° １２４．１ １４４．８ ２４３．８

Ｂｅｌｌ ４４°～５２° ２７°～３３° １６２．２ ２１２．１ ４３４．３

Ｂｅｔａ －６５°～－９０° １０°～４０° ２３４．３ ２８６．７ ３６３．７

Ｇｕｌａ ０°～－５° ２０°～２４° １３４．０ １３６．１ ２９０．１

Ｍａａｔ －１６３°～－１６８° ２°～－１° ３７９．３ ４８６．３ ６１５．０

Ｏｚｚａ －１５８°～－１６２° ２°～５° ２２４．６ ２６０．８ ３９５．８

Ｎｏｋｏｍｉｓ －１６５°～－１７５° １５°～２５° １４５．９ １６８．４ ３０４．２

Ｓａｐａｓ －１７０°～－１７５° ８°～１０° １７０．３ ２０２．９ ２８０．７

Ａｔａｌａｎｔａ １５０°～１７０° ６０°～７０° －８５．０ －８６．２ －１０７．１

Ｍｅａｄ ５６°～６０° １０°～１５° －６７．４ －１０５．１ －９８．８

　　图９和图１０对比了本文提出的 ＶＧＭ２０１３与

之前 ＭＧＮＰ１８０Ｕ模型在ＢｅｔａＲｅｇｉｏ和ＡｔｌａＲｅｇｉｏ

区域的表面重力扰动，可以看到，ＶＧＭ２０１３模型的

重力扰动不仅在整体趋势上和 ＭＧＮＰ１８０Ｕ模型一

致，还可以体现裂谷、脊状带等更多小尺度的重力细

节，分辨率远高于 ＭＧＮＰ１８０Ｕ．

相似的方法在地球、月球和火星（Ｈｉｒｔ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ＨｉｒｔａｎｄＦ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ｏｎｅ，２０１２）重力场

的计算上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可以间接证明该模型

用于金星的可行性，但由于金星尚没有表面实测重

力值，直接的验证目前还没有可能．为了分析

ＶＧＭ２０１３模型的频谱特征，本文以格网重力加速

度数据为基础进行试验，将重力加速度通过空间改

正向上延拓到金星外固定半径的参考球面上，并将

此０．１°的二维重力加速度格网数据通过 Ｗｉｅｃｚｏｒｅｋ

的ＳＨＴＯＯＬＳ软件（ｈｔｔｐ：∥ｓｈｔｏｏｌｓ．ｉｐｇｐ．ｆｒ／）转化

为８９９阶重力球谐系数．图１１ａ为 ＭＧＮＰ１８０Ｕ模

型和本文的 ＶＧＭ２０１３模型的位系数阶方差对比，

Ｋａｕｌａ约束取１．５×１０－５／狀２．可以看出，ＭＧＮＰ１８０Ｕ模

型在约１２０阶以后的阶方差明显降低，而本文的

ＶＧＭ２０１３模型在１２０阶以后依然有很强的重力信

息，可见ＶＧＭ２０１３模型对金星重力场的高阶部分

有了很好的改善．

过去研究对于金星处于高度均衡、充分补偿状

态以及３０～５０ｋｍ的平均补偿深度的结论通常是

根据其重力和地形的导纳或ＧＴＲ（Ｇｅｏｉｄ／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ａｔｉｏ）等相关方法获得的（ＫｕｃｉｎｓｋａｓａｎｄＴｕｒｃｏｔｔｅ，

１９９４；Ｋｕｃｉｎｓｋ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ＧｒｉｍｍａｎｄＨｅｓｓ，

１９９７）．而在本文的计算中，如图１１ｂ，若不能引入合

理的均衡补偿模型，则精化的金星重力场的位系数

阶方差不能平稳衔接，而会在截断阶数附近有极

大的跳跃，这和 Ｈｉｒｔ等（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Ｈｉｒｔ和

Ｆ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ｏｎｅ（２０１２）计算的月球和火星重力场精化

结果的阶方差情况差别很大，从另一角度证明了金

星的补偿情况与月球和火星确有很大不同，且在本

文计算的尺度下不可忽略．图１１ｂ对比了２０ｋｍ、

３０ｋｍ和４０ｋｍ 补偿深度下的阶方差．可以看出，

ＶＧＭ２０１３模型３０ｋｍ补偿深度的曲线在１２０阶前

后衔接光滑，而偏大或偏小的补偿深度不能消除阶

方差的跳跃，从侧面可以证明３０ｋｍ的补偿深度假

设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该模型的阶方差在高频部分

相较于Ｋａｕｌａ曲线有着更高的能量，在短波重力的

计算过程中，均衡改正虽然对１２０阶以上的重力有

影响，但在更小的尺度（４００阶以上）对重力的影响

几乎可以忽略，故在本文提出的模型中，对于更高的

阶次，能够影响重力阶方差的因素唯有过高的平均

壳密度取值．目前对金星壳的玄武岩成分以及平均

密度的估计，主要是基于对登陆金星的探测器获取

岩石样本的化学成分分析 （Ｇｒｉｍｍａｎｄ Ｈｅｓｓ，

１９９７）．但由于采样数目稀少，且采样的岩石来自风

化层而不是真正的岩床，并不能反映金星壳的真实

情况，部分区域如Ｖｅｎｅｒａ１３和１４着陆点的表层物

质为高孔隙度低密度的成分，其密度低达１１５０～

１５００ｋｇ·ｍ
－３（ＺｏｌｏｔｏｖａｎｄＶｏｌｋｏｖ，１９９２）．基于以上

情况，本文认为，金星壳的平均密度很有可能小于本

文采用的２７００ｋｇ·ｍ
－３．

２９４２



　８期 徐璐媛等：基于地形精化的金星重力场模型ＶＧＭ２０１３

图９　ＢｅｔａＲｅｇｉｏ区域的重力扰动，单位为ｍＧａｌ

（ａ）ＭＧＮＰ１８０Ｕ；（ｂ）ＶＧＭ２０１３．

Ｆｉｇ．９　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ａｔＢｅｔａＲｅｇｉｏ（ｉｎｍＧａｌ）

图１０　ＡｔｌａＲｅｇｉｏ区域的重力扰动，单位为ｍＧａｌ

（ａ）ＭＧＮＰ１８０Ｕ；（ｂ）ＶＧＭ２０１３．

Ｆｉｇ．１０　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ａｔＡｔｌａＲｅｇｉｏ（ｉｎｍＧａｌ）

图１１　ＭＧＮＰ１８０Ｕ和ＶＧＭ２０１３模型的重力位系数阶方差

Ｆｉｇ．１１　ＧｒａｖｉｔｙＲＭ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ｐｏｗｅｒｏｆＭＧＮＰ１８０ＵａｎｄＶＧＭ２０１３

　　需要注意的是，ＶＧＭ２０１３模型最终结果是格网

形式的金星表面重力加速度和重力扰动，可为将来

的金星探测器定轨和着陆提供参考，可作为重力计

算的先验模型，也可用于地球物理分析，但并不用于

球谐模型的频率域分析，因为空间改正和均值壳密

度等宏观假设都会损失一定的重力信息，使得反算

的球谐系数不精确．此处的球谐分析只是作为模型

验证之用．

６　结论

本文参考利用地形精化地球、月球、火星重力场

３９４２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７卷　

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合理的建模和假设，提出了一个

新的金星重力模型 ＶＧＭ２０１３．同时基于该模型的

计算过程及结果分析，从侧面验证了金星的补偿深

度约为３０ｋｍ的合理性，并得出了金星壳的实际平

均密度很有可能小于目前认为的２７００～２９００ｋｇ·ｍ
－３

的结论．该模型分辨率达１０ｋｍ量级，大大高于现

有的金星重力场．ＶＧＭ２０１３模型的最终结果是格

网形式的金星表面重力加速度和重力扰动．该模型基

于金星浅层壳为均值、３０ｋｍ深度的ＡｉｒｙＨｅｉｓｋａｎｅｎ

均衡补偿的假设，故计算结果在地壳密度及补偿机

制与假设符合的地方符合较好，而在密度异常较大、

补偿机制不同的区域差异较大，若将来能够得到更

精确的密度变化和补偿模型，相信可以得到更好的

结果．ＶＧＭ２０１３模型的结果可为将来的金星探测

器定轨和着陆提供参考，作为重力计算的先验模型，

但由于该模型没有包含１２０阶以后的短波重力观测

信息，不建议直接用于更小尺度的地质和地球物理

解释．

致谢 　 本文所用的重力场球谐系数取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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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　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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