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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最新的波茨坦地磁场球谐模型（Ｐｏｔｓｄａｍ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ＰＯＭＭＥ）进行仿真实验，分别模

拟出不同卫星轨道高度下的磁测数据．根据仿真的观测数据反演地壳磁场的高斯球谐系数，对反演结果进行对比

和分析，总结出卫星轨道高度对反演结果的影响．针对ＣＨＡＭＰ卫星实测数据进行地壳磁场反演，由不同轨道高度

磁测数据反演得到的磁场（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ＭＦ）系列模型，验证卫星轨道高度对反演的影响，从而为磁测卫星系统

设计论证指标中的卫星轨道高度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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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磁场同重力场一样，也是地球的基本物理场

之一，在地质与板块研究、矿产资源勘探、地磁导航

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应用价值．随着国际上对卫星

磁力测量研究的逐步深入以及更多高精度卫星磁测

数据的积累，如何有效利用和挖掘卫星磁测数据中

的地磁场信息，成为亟待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徐

文耀，２００９；Ｈｕｌｏ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常宜峰，２０１５）．相比

于海洋磁测、航空磁测和地面磁测，卫星磁测是唯一

可以快速获得全球均匀分布磁测数据的有效方法．

利用卫星磁测数据不仅可以构建全球主磁场模型，

同时也可研究全球范围内地磁异常场的分布情况，

以及空间电离层、磁层等外源磁场的结构及特点

（Ｌａｎｇｌａ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Ａｌｋ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Ｓａｂａｋａ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Ｖｉｇｎｅｒ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国内外学者都对卫星磁测数据处理及其相关应

用方面进行了研究．安振昌等（１９９８）使用冠谐分析

法对欧洲及其相邻地区 ＭＡＧＳＡＴ卫星黎明资料处

理，获得１°×１°卫星磁异常网格值．综合ＩＧＲＦ模型

数据和 ＭＡＧＳＡＴ卫星实测地磁数据，左文辑和宋

福香等（２０００）利用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来确定卫星

的位置和速度，实现微小近地卫星自主导航．Ｈｕｌｏｔ

等（２００２）利用 ＭＡＧＳＡＴ和Ｏｅｒｓｔｅｄ卫星磁测数据

进行了地球磁场电流衰退研究．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和Ｔｈｏｍｓｏｎ

等（２００３）经过对ＭＡＧＳＡＴ、Ｏｅｒｓｔｅｄ以及地磁台站观测

数据处理，研究了地壳磁场变化和时间的相关性，分

析得出磁层磁场和电离层可能是地壳磁场产生变化

的主要原因．Ｍａｕｓ等（２００９）联合利用台站、ＣＨＡＭＰ

卫星、船载和航空等磁测数据，构建了全球地磁异常

网格图（Ｅａｒｔｈ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Ｇｒｉｄ２，ＥＭＡＧ２）

模型，精度约２弧分．针对球谐函数仅能对卫星磁测

数据低频率球面场进行拟合的问题，王慧琳（２０１０）

提出多尺度混合球面小波方法来融合卫星、航空、地

面以及海洋等多源磁测数据，完成低中高三种频率

的空间局部地磁数据拟合．康国发等（２０１０）利用

ＣＨＡＭＰ卫星磁测资料构建了高阶地磁场模型

ＰＯＭＭＥ４．２Ｓ，并针对中国及其邻近地区４００ｋｍ

高度的卫星磁异常和垂直梯度进行了计算分析，得

出岩石圈构造与磁异常存在相关性．白春华等

（２０１１）系统总结了ＣＨＡＭＰ卫星磁测数据处理方

法对地磁场建模的影响，重点研究了如何剔除来自

电离层和磁层等外源场的噪声干扰、海洋潮汐引起

的地磁信号和模型估计需要顾及高度偏差等方面．

区家明等（２０１２）结合ＣＨＡＭＰ卫星与地磁台站的

磁测数据构建了中国及邻近地区的岩石圈磁场模

型，得到的磁场模型空间分辨率达到１５０ｋｍ．罗开奇

和张有明（２０１２）研究了卫星磁测数据的通化处理技

术，构建了川滇地区的泰勒多项式模型，为卫星磁测

数据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新思路．冯丽丽（２０１５）综合

利用卫星和地面的磁测数据资料，构建了中国及邻

近地区的谐和样条地磁模型．杜劲松和陈超（２０１５）

指出卫星磁测数据在全球岩石圈磁场建模方面具有

独特优势，详细研究等效源方法在卫星磁测数据处

理方面的进展，为卫星磁测数据的标定、数据筛选及

主磁场改正等技术的改进提供重要参考．Ｋｏｔｓｉａｒｏｓ

等（２０１５）利用近１４个月的Ｓｗａｒｍ卫星磁测数据恢

复的岩石圈磁场只达到７０阶，但由反演结果可以得

出在内源场的建模中，差分地磁梯度数据发挥了重

要作用．姜乙等（２０１５）结合ＣＨＡＭＰ的卫星磁测数据

和地面台站数据，通过球谐模型建立了全球的大尺

度地磁场模式，并计划开展模型磁场数据的实时３Ｄ

显示等工作．在假设ＣＨＡＭＰ卫星４９８个网格测点

位于同一高度（３０７．６９ｋｍ）的基础上，基于该卫星

的矢量数据，Ｆｅｎｇ等（２０１６）结合最新的ＩＧＲＦ１２模

型构建了２０１０．０年中国地区的卫星磁异常球冠谐

（ＳＣＨ２０１０）模型，可反映地磁场更多细节信息．利

用ＣＨＡＭＰ卫星地磁总强度犉的观测数据，王粲等

（２０１７）通过相关参数选取地磁活动相对平静期间的

卫星磁测数据，剔除主磁场和外源场部分信息得到

中国及邻区的地磁异常分布．冯彦等（２０１８）等基于

三个高度的数据，包括地面实测数据以及子午工程

测点数据，ＣＨＡＭＰ卫星高度实测数据，并结合高空的

ＩＧＲＦ１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ｉｅｌｄ１２）

数据点，首次建立了中国地区地磁场３ＤＳｐｌｉｎｅ模

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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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结果表明该模型在不同高度的模拟结果取决于

相应高度的地磁实测值数量和精度．

从前期的研究可以看出，很多学者在卫星磁测

数据的处理、卫星磁测数据高精度地磁场模型的构

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了反演出更加精细的地

壳磁场模型，就需要获得具有一定强度、包含较宽频

率范围的磁测卫星观测信息，这和卫星轨道的高度

设计紧密相关．然而磁测卫星在不同的轨道高度下

得到的观测信息是不同的．通常，磁测卫星的轨道高

度选择范围为距地球表面约１０００ｋｍ以内的近地

圆形极轨模式．当卫星轨道较低时，磁测数据可以敏

感到更加精细的高频地磁场信息成分，但由于空气

阻力等因素的存在导致磁测卫星寿命缩短，不能进

行对地长期观测．而当卫星轨道较高时，一方面，磁

测数据会对地壳磁场的敏感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

由于太阳风磁场的影响，磁测数据质量会受到严重

影响．

因此，建模目的不同，对于卫星轨道的高度选

择也会有所不同，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卫星轨

道高度对地壳场反演的影响．研究如何设计更加

合理的卫星轨道高度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通过仿

真和实测实验来研究卫星轨道高度对地壳磁场反

演的影响，为我国磁测卫星系统总体设计提供一

定的参考．

１　基本原理

地磁场的磁位势满足高斯理论，磁位势犝 的表

达式为

　　犝（狉，θ，λ）＝犚∑
犖

狀＝１
∑
狀

犿＝０

犚（ ）狉
狀＋１

（犵
犿

狀ｃｏｓ犿λ

＋犺
犿

狀ｓｉｎ犿λ）犘
犿

狀
（ｃｏｓθ）， （１）

其中，狉是极径，θ是余纬（θ＝９０°－φ），λ是地理经

度，犘
犿

狀
（ｃｏｓθ）为半标准化缔合勒让德函数，犵

犿

狀
，犺
犿

狀
表

示内源场高斯系数，犖 是截断阶数，犚是地球半径．

对磁位势犝 在犡、犢、犣三分量方向上分别进行

求导，就可以得到磁位势犝 在犡、犢、犣方向上三分

量的表达式为

犡＝∑
犖

狀＝１
∑
犿＝狀

犿＝０

犚（ ）狉
狀＋２

（犵
犿

狀ｃｏｓ犿λ＋犺
犿

狀ｓｉｎ犿λ）
犘

犿

狀
（ｃｏｓθ）

θ
，

犢 ＝∑
犖

狀＝１
∑
犿＝狀

犿＝０

犚（ ）狉
狀＋２

（犵
犿

狀ｓｉｎ犿λ－犺
犿

狀ｃｏｓ犿λ）
犿犘

犿

狀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

犣＝－∑
犖

狀＝１
∑
犿＝狀

犿＝０

（狀＋１）
犚（ ）狉

狀＋２

（犵
犿

狀ｃｏｓ犿λ＋犺
犿

狀ｓｉｎ犿λ）犘
犿

狀
（ｃｏｓθ）

烅

烄

烆
．

（２）

　　若已知高斯系数犵
犿

狀
和犺

犿

狀
，则利用式（２）可求得

任意位置处的地磁三分量模型值．由地磁场总强度

犉与犡、犢、犣三分量之间的变换关系，可得地磁场总

强度犉的模型计算值

犉＝ 犡２＋犢
２
＋犣槡

２． （３）

　　根据式（３）计算，即可得全球地磁场总强度犉

的模型值．

１．１　地壳磁场的反演

由高斯位势理论，根据式（２）将地磁场犡、犢、犣

三分量卫星磁测数据联立观测方程组，通过最小二

乘原理可求得地磁场模型犵
犿

狀
和犺

犿

狀
的值．

１．２　犕犔地磁能谱

Ｍａｕｅｒｓｂｅｒｇｅｒ和Ｌｏｗｅｓ于１９７４年引入地磁功

率谱（ＭａｕｅｒｓｂｅｒｇｅｒＬｏｗｅｓ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ＭＬ能谱）来

描述球谐系数阶数与功率谱之间的变化关系

（Ｌａｎｇｌａ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即由某一阶数狀对应的所

有次数犿 的犵
犿

狀
和犺

犿

狀
值，可得到该阶数对应的 ＭＬ

能谱，表达式如下：

犚狀 ＝ （狀＋１）
犚（ ）狉

２狀＋４

∑
狀

犿＝０

［（犵
犿

狀
）２＋（犺

犿

狀
）２］，（４）

其中，狉是研究球层的高度，犚狀 即为与球谐系数阶数

狀相关的 ＭＬ能谱．

由式（４）可得，位系数的平方和会随阶数的增大

而减小．同时，系数因子（狀＋１）（犚／狉）２狀＋４呈现出指

数变化的趋势，通常有狉≥犚．因此 ＭＬ地磁能谱是

随着高度增大而逐渐减小的．

１．３　线性拟合趋势项

基于反演得到的地壳磁场犵
犿

狀
和犺

犿

狀
的ＭＬ能谱

值，利用线性拟合的方法可得狀与犚狀 之间的变化关

系．由线性拟合的结果，可得出整个反演地壳磁场模

型的 ＭＬ能谱变化趋势．

综上，卫星轨道高度与地壳磁场反演阶数间的

关系分析步骤总结如下：

①由卫星观测得到每点犡、犢、犣三分量的磁测

数据，根据式（２）列立方程组，将高斯系数作为未知

参数改写成标准的观测方程．

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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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通过最小二乘原理，对观测方程进行求解，可

得高斯系数．

③基于不同阶数的高斯系数，根据式（４）求得不

同阶数对应的 ＭＬ能谱值．

④根据所求狀与犚狀 之间的变化关系，对散点进

行线性拟合，得到 ＭＬ能谱的变化趋势．

２　轨道高度仿真数据分析

首先介绍实验所用卫星磁测数据的仿真方法及

特点，其次分析了不同轨道高度所测得犉的变化特

征，最后利用本文所提出的方法研究了不同轨道高

度的卫星磁测数据反演得到的地壳磁场最大阶数

问题．

２．１　仿真数据的生成

基于卫星地磁场模型ＰＯＭＭＥ１１，选取球谐系

数中１６～１３３阶的位系数，根据式（２）仿真计算出全

球地壳磁场犡、犢、犣三分量．参考ＰＯＧＯ、ＭＡＧＳＡＴ、

Ｏｅｒｓｔｅｄ、ＳＡＣＣ、ＣＨＡＭＰ和Ｓｗａｒｍ等磁测卫星的

基本轨道参数，分别选取２５０ｋｍ、３５０ｋｍ、４５０ｋｍ、

５５０ｋｍ、６５０ｋｍ、７５０ｋｍ、１０５０ｋｍ等高度的１°×１°

均匀格网点来模拟不同磁测卫星的轨道测点，并结

合由式（２）仿真得到的全球地壳磁场犡、犢、犣三分

量，即得卫星磁测的仿真数据．根据卫星磁测数据预

处理的数据筛选方法（杜劲松，２０１５），对磁测数据进

行时间格式和坐标系统的统一，顾及纬度条件选取

纬度范围±８６°以内的卫星磁测数据，得到不同高度

下的卫星磁测仿真数据．

２．２　轨道高度与地磁场总强度犉的关系

选取０°经线上不同纬度处的特征点，并以２０°

为步长计算纬度范围为－７４°～８６°的９个特征点的

犉值来对比不同高度和纬度处犉 值的变化特征，结

果如图１．

不同的颜色曲线表示不同纬度下特征点的犉

值随高度的变化情况．由图１可得，在相同纬度情况

下，随着轨道高度的增加，犉值均随着轨道高度增加

呈现出减小的趋势；在不同纬度情况下，与中低纬度

地区的犉 值相比，高纬度地区的犉 值波动范围更

大；在相同轨道高度情况下，两极方向的高纬度地区

犉值要大于对应的低纬度地区犉 值．

２．３　不同高度仿真磁测数据反演结果比较

选取轨道高度分别为２５０ｋｍ、３５０ｋｍ、４５０ｋｍ

和７５０ｋｍ的卫星磁测数据，分别反演出不同轨道

高度下相应地壳磁场的高斯系数．通过 ＭＬ能谱分

图１　不同高度下犉的变化特征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犉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析法计算得到不同轨道高度下对应的 ＭＬ能谱变

化曲线，并利用线性拟合法给出不同曲线的变化趋

势项特征，结果如图２．

图２下半部分的４条实线分别表示在不同轨道

高度下卫星磁测反演得到的高斯系数 ＭＬ能谱分

布，４条实线相对应的虚线部分能够有效刻画出往

高阶方向反演得到的变化趋势．由于卫星和地面之

间高度差的存在，导致观测到的地壳磁场信息有所

衰减，进而其 ＭＬ能谱值要比实际的地壳磁场的

ＭＬ能谱值小，并随着轨道高度的增加呈现出下降

的趋势．只有当 ＭＬ能谱标准大于０．１ｎＴ２ 时，才能

探测到各轨道高度处反演能力的趋势变化特征（冯

彦等，２０１４）．将 ＭＬ能谱标准的下限取为０．１ｎＴ２

时，轨道高度２５０ｋｍ、３５０ｋｍ、４５０ｋｍ和７５０ｋｍ对

应的最高反演阶数分别为１６３阶、１０８阶、８６阶和

４２阶．结果反映了不同轨道高度下，通过卫星磁测

数据反演地壳磁场最大阶数的能力．

对不同轨道高度与地壳磁场反演最高阶数间的

数值关系进行曲线拟合分析，得出卫星轨道高度与

地壳磁场最高反演阶数间的变化关系曲线，结果如

图３．

很明显，由图３可得，随着卫星的轨道高度降

低，地壳磁场的最高反演阶数会逐渐增大．由轨道高

度与反演阶数间的变化关系曲线，可以发现反演阶

数的增长幅度变化存在一个临界值．根据拟合曲线

的斜率变化情况，通过比较分析，当轨道高度大于

４５０ｋｍ时，拟合曲线的斜率较大，即随着轨道高度

的降低，反演阶数的增长幅度相对平缓；而当在轨道

高度小于４５０ｋｍ时，拟合曲线的斜率明显缩小，即

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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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轨道高度下的地磁 ＭＬ能谱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Ｌｅｎｅｒｇ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ｒｂｉｔａｌ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图３　轨道高度与反演阶数间的变化关系曲线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ｒｂｉｔａｌ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ｒｄｅｒ

随着轨道高度的降低，反演阶数的增长幅度逐渐变

大．因此，可以将轨道高度４５０ｋｍ作为卫星磁力测

量系统轨道高度设计的参考高度，同时这也与当前

主流的ＣＨＡＭＰ和Ｓｗａｒｍ磁测卫星的轨道高度保

持一致．

３　轨道高度实测数据分析

ＭＦ系列地磁场模型是使用了不同时间段内的

ＣＨＡＭＰ卫星磁测数据进行反演得到的地壳磁场，

随着后期卫星轨道高度的逐渐降低，ＭＦ系列模型

所对应的卫星平均轨道高度也是逐渐减小的．随着

卫星轨道高度的降低，使得ＣＨＡＭＰ卫星对高频的

地磁场信息更加敏感，相应地卫星磁测数据中也就

包含了更多的短波长信息，进而为反演高阶地壳磁

场模型提供了可能．将ＭＦ系列模型的阶数、数据来

源以及基本特点进行了总结，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得，ＭＦ系列模型一般是３～５年的卫

星磁测数据进行反演获得，模型阶数选择的是１６阶

表１　犕犉系列模型简介

犜犪犫犾犲１　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狋狅狊犲狉犻犲狊狅犳犕犉犿狅犱犲犾狊

模型 阶数
平均轨道

高度
数据来源 特点 备注

ＭＦ４ １６～９０ ４３０ｋｍ ＣＨＡＭＰ卫星，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００５年４月
使用新的算法，定义了与最大阶

数相关的局域函数

在低纬度地区９０阶，在极区只

有６０阶，２００５．６发布

ＭＦ６ １６～１２０ ３７０ｋｍ

ＣＨＡＭＰ卫星，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９
月，降低轨道高度后的磁通门磁力计标

量数据

对地壳场更敏感，可用于确定海

洋地壳场及地质年代

可敏感到１５０阶地壳场，前１２０
阶是可靠的，２００７．１２发布

ＭＦ７ １６～１３３ ３２０ｋｍ
ＣＨＡＭＰ卫星，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４
月，矢量和标量数据

描述地壳异常和航磁异常图长

波部分（波长３００ｋｍ）

恢复到 １３３ 阶，方法同 ＭＦ６，

２０１０．８发布

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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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高阶部分（地壳场部分），反演前需要对矢量

或标量数据进行合理的筛选和磁测数据预处理．从

ＭＦ４模型的反演最大阶数９０阶增加到 ＭＦ７模型

的反演最大阶数１３３，也意味着卫星轨道高度的逐

渐降低和卫星磁测数据质量的提高．

如图４所示，３个虚线框内标记出了 ＭＦ系列

模型所使用的ＣＨＡＭＰ卫星磁测数据区间，同时用

实线标出了相应模型的数据平均轨道高度以及发布

时间．由左到右的３个虚线框内分别代表 ＭＦ４、ＭＦ６

和ＭＦ７地壳磁场模型所使用的磁测数据，对应的平均

轨道高度分别约为４３０ｋｍ、３７０ｋｍ和３２０ｋｍ，对应的

发布时间分别为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和２０１０

年８月．

图４　ＣＨＡＭＰ卫星高度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ｖａ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ｆｒｏｍＣＨＡＭＰ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通过使用不同轨道高度下的ＣＨＡＭＰ卫星磁

测数据反演得到 ＭＦ系列模型，求得相应模型的

ＭＬ能谱分布，与ＰＯＭＭＥ１１地壳磁场模型的 ＭＬ

能谱分布对比结果如图５．

从图５可以看出，ＰＯＭＭＥ１１和 ＭＦ７模型的

ＭＬ能谱分布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两者能够在整个

地壳磁场的阶数范围内几乎完全重合，ＭＬ能谱分

布范围基本在１０～１００ｎＴ
２．当阶数小于６０阶时，

ＭＦ系列模型同ＰＯＭＭＥ１１模型具有较高的重合

度，ＭＬ能谱分布特征相近；当阶数范围为６０～１２０

阶时，ＭＦ系列模型的 ＭＬ能谱分布保持平稳变化，

仅 ＭＦ４模型在８０阶之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

势；当阶数大于１２０阶时，ＭＦ６模型的 ＭＬ能谱值

急剧下降．分析出现上述变化趋势的原因：ＭＦ系列

模型的构建是联合使用了卫星、航空和地面台站等

多源磁测数据，使其在地壳磁场的反演过程中（尤其

是低阶部分）仍保持了较高的 ＭＬ能谱，随着阶数

的增加，ＭＬ能谱曲线会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这也

进一步反映了卫星轨道高度和地壳磁场反演阶数之

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图６给出了ＰＯＭＭＥ１１和 ＭＦ７模型分别反演

得到的距离地表１ｋｍ高度的全球地壳磁场分布情

况来直观描述卫星轨道高度和地壳磁场反演阶数的

相关性．其中，左图代表ＰＯＭＭＥ１１模型计算得到

的全球地壳磁场分布，右图代表 ＭＦ７模型的分布

结果．

从图６可以看出，与 ＭＦ７模型相比，ＰＯＭＭＥ１１

模型能够刻画出更为精细的全球地壳磁场分布情

况．ＭＦ７模型的局部精细地磁异常虽然已经被忽略

掉，但如非洲中部的班吉异常、欧洲中东部库尔斯克

异常、北美洲中部的肯德基异常以及南极威尔克斯

异常等全球较为明显的地磁异常分布基本得到呈

现．图６的结果更加直观地印证了卫星轨道高度和

地壳磁场反演结果具有相关性．通过卫星轨道高度

的降低来构建更为精细的地磁异常分布，同时使得

地壳磁场反演阶数有所提高，为构建更符合实际的

地壳磁场模型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参考．

４　结论

通过仿真和实测数据实验分析得出，卫星轨道

高度和磁测数据中包含的信息量有关．随着卫星轨

道高度逐渐降低，对应磁测数据中将包含更多短波

长的地壳磁场特征信息．基于已有实验结果，得出以

下结论：

（１）卫星轨道高度和地壳磁场反演的最高阶数

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通常高度在３００～５００ｋｍ

的卫星轨道，对应最高反演阶数大致范围为１３０～

８０阶，在反演阶数固定的条件下，卫星轨道高度也

会对应一个最小高度值．顾及卫星轨道高度和反演

阶数的相关关系，能够为卫星磁测数据处理以及我

国自主研制的磁测卫星提供一定参考．

（２）随着卫星的轨道高度降低，地壳磁场的最高

反演阶数会逐渐增大，进而反映更多的地磁场信息，

构建更为精细的地磁异常分布，轨道高度４５０ｋｍ

可以作为磁测卫星系统轨道高度设计的参考高度．

通过比较分析，当轨道高度大于４５０ｋｍ时，拟合曲

线的斜率较大，即随着轨道高度的降低，反演阶数增

长幅度相对平缓；而当在轨道高度小于４５０ｋｍ时，

拟合曲线的斜率明显缩小，即随着轨道高度的降低，

反演阶数的增长幅度逐渐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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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ＭＦ系列模型与ＰＯＭＭＥ１１模型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Ｆｓｅｒｉｅｓ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ＰＯＭＭＥ１１ｍｏｄｅｌ

图６　ＰＯＭＭＥ１１模型和 ＭＦ７模型的全球地壳磁场分布情况对比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ｉ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ｒｕｓｔ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ＭＭＥ１１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Ｆ７ｍｏｄｅｌ

　　（３）卫星磁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磁测数据

的处理应用主要由地磁场的复杂性、磁测载荷仪器

的精度以及磁测卫星的组网方案设计等共同决定．

随着磁力测量仪器精度的不断提高和多星协同探测

优化设计的开展，地壳磁场反演阶数也会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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