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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在海域开展了大规模的航空重力勘探，这些资料对构建高精度大地水准面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此，本文

提出一种利用海域航空重力测量数据快速构建大地水准面的方法．该方法基于移去恢复法思想，利用位场最小曲

率方法对航空重力数据进行高精度向下延拓并获取相应的扰动位，实现航空重力测量快速构建海域大地水准面．

与斯托克斯积分计算相比，采用了处理效率更高的频率域位场转换，解决了向下延拓及垂向积分时航空重力异常

数据空白及扩边问题，具有较高的位场转换精度．本文应用ＥＧＭ２００８模拟航空重力数据进行模型验证，计算结果

与其给出的水准面的精度相当；同时，也选取 ＧＲＡＶＤ 计划的航空重力数据进行实际验证，计算结果与

ｘＧＥＯＩＤ１８Ｂ水准面模型精度基本一致．模型验证和实际应用验证了本方法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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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航空重力以航空器为测量平台，综合利用重力

传感器、惯性导航系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测定空

中重力加速度（孙中苗等，２００４；熊盛青等，２０１０）．航

空重力测量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张永明等，２００６），

随着导航技术以及高精度重力传感器技术的应用，

近年来航空重力测量技术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测量

精度达１×１０－５～２×１０
－５ｍ·ｓ－２（熊盛青，２００９），

空间分辨率３～５ｋｍ．航空重力测量不受作业区域

限制，能够快速获得均匀分布的高精度重力场观测

资料，同船测、地面重力测量相比作业效率更高．海

域航空重力测量可以弥补卫星测高数据在近海及海

陆交互带、浮冰区等目标区域观测精度较低的问题

（Ｂｒｏｚｅｎ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０；Ｈ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是海洋

地球物理探测的重要手段之一．

大地水准面是与全球无潮平均海平面重合并延

伸至大陆内部的重力等位面，是空间高程的基准面

（Ｇｒａｆａｒｅｎｄ，１９９４；吴晓平，２００６；魏子卿，２００９；林淼

等，２０１２），其形状反映了地球内部物质密度结构、应力

场、地球旋转和洋流等信息（Ｖａｎｉｃｈｅｋ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ｏｕ，

１９９４）．大地水准面与地球重力场模型关系密切，现

代大地水准面的确定以地球重力场的位理论为基础

（张利明和李斐，２００５），近年来通过航空重力测量精

化大地水准面成为研究热点（蒋涛，２０１３；孙中苗等，

２０１４；刘金钊等，２０２０）．目前，我国已在管辖海域开

展了大规模的航空重力勘探，为海域基础地质调查

和油气资源调查提供了重要基础性资料（李文勇等，

２０１０；张玄杰等，２０１６）．利用已有航空重力数据构建

管辖海域大地水准面，对拓展航空重力勘探应用方

向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针对海域航空重力勘探实际，

利用高精度向下延拓等关键技术，实现了一种快速

高效构建海域大地水准面的方法，可为确定海域大

地水准面提供技术支撑．

１　大地水准面建模

大地水准面与重力场密切相关，Ｂｒｕｎ公式

（ＨｅｉｓｋａｎｅｎａｎｄＭｏｒｉｔｚ，１９６７）给出了二者的直接联

系，即大地水准面起伏可以由重力扰动位除以正常

重力值确定．大地水准面建模的关键在于将实测航

空重力异常转换为重力扰动位．

１．１　位场转换近似

大地测量中通常通过斯托克斯积分计算水准面

（许厚泽，２００６），即

犖（，λ）＝
犚
４πγ

σ

Δ犵（′，λ′）犛（ψ）ｄσ′， （１）

其中：犖 是地心纬度为、地心经度为λ处的水准面

起伏，犚 是地球半径，犛（ψ）是斯托克斯积分核，Δ犵

是球面积分区域σ对应的重力异常．如果该积分区

域有限，可将球面近似为平面，即斯托克斯积分将近

似为

犖（狓，狔）＝
１

２πγ
狊

Δ犵（狓′，狔′）

（狓－狓′）
２
＋（狔－狔′）槡

２
ｄ狓′ｄ狔′，

（２）

其中：犖 是（狓，狔）处的水准面起伏，γ是正常重力值，

Δ犵是平面积分区域狊上相应的重力异常．该积分是

卷积形式，利用傅里叶变换可将其写成频率域形式，即

犖 ＝
１

γ
犉－１

１

２π 狌
２
＋狏槡

２
犉［Δ犵［ ］］， （３）

其中，犉［·］表示傅里叶变换，狌、狏是Δ犵傅里叶变

换后狓、狔方向对应的波数，犉［·］
－１表示傅里叶变

换的逆变换．因此，大地水准面起伏犖 可以通过公

式（３）表达的频率域位场转换确定．

对于航空重力勘探，测量高度通常高于积分面，

需要将测量的重力异常向下延拓至积分面．陆域航

空重力测量观测面多是随地形起伏的曲面，难以严

格应用位场转换条件进行向下延拓．海域航空重力

通常测量的是距海平面或椭球面等高的重力异常，

具备平面位场转换的适应条件，可直接向下延拓至

积分面，即

Δ犵＝犉
－１［犉［Δ犵ｈ］·ｅｘｐ（２π犺 狌

２
＋狏槡

２）］，（４）

其中：Δ犵ｈ 是实测航空重力异常（空间重力异常），

犺＞０是测量高度，狌、狏是Δ犵ｈ傅里叶变换后狓、狔方

向对应的波数．因此，海域水准面起伏可利用航空重

力资料通过重力勘探中位场转换方法近似计算，即

对航空重力进行向下延拓，再对其进行垂向积分并

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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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正常重力值获得．由于位场转换要求待转换的

位场为平面网格数据，利用公式（３）和公式（４）确定

大地水准面在一定范围内忽略了地球曲率影响，但

频率域位场转换算法处理效率非常高，可用于航空

重力测量成果快速构建局部海域大地水准面．

１．２　高精度向下延拓技术

海域航空重力采用固定飞行高度测量，可直接

将航空重力异常从平均飞行高度（椭球高）向下延拓

至椭球面．向下延拓可以从数学上拉近观测平面与

场源间的距离，改善信噪比，增强地质信息，但重力

异常向下延拓却是经典的不适定问题（Ｂｌａｋｅｌｙ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曾华霖，２００５；黄谟涛等，２０１８），采用公式

（４）进行向下延拓将强烈的表现出对数据高频部分

的振荡，向下延拓后的数据通常无法直接使用．由于

还需对向下延拓的重力异常进行垂向积分，也可将

频率域向下延拓算子同垂向积分算子连乘进行位场

转换，该算子为

Λ（犺）＝
ｅｘｐ（２π犺 狌

２
＋狏槡

２）

２π 狌
２
＋狏槡

２
， （５）

　　由于公式（５）的位场转换算子隐含垂向积分操

作，相比直接向下延拓，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对异常高

频部分放大的程度，略显稳定．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０４）曾应用

类似（５）式的位场转换算子进行处理，再进行空间域

求导得到相对稳定的向下延拓结果．尽管公式（５）表

示的位场转换较直接向下延拓更稳定，但直接对实

测航空重力数据进行处理，仍将出现高频振荡，特别

是航测高度较高的情况下．目前，国内海域航空重力

勘探测量高度为８００ｍ或１０００ｍ，通常的向下延拓

处理仍难以获得椭球面上稳定的异常数据．

位场转换还存在假值填补与数据扩边问题．快

速傅里叶变换（ＦＦＴ）对网格数据的行、列数有一定

要求，通常要求为２的自然数次幂．网格化后的航空

重力异常数据一般不满足该条件，需要对网格数据

进行扩边，扩边效果直接影响后续处理的精度，

Ｎａｇｙ和Ｆｕｒｙ（１９９０）曾就数据扩边对重力异常转换

大地水准面精度的影响进行过讨论．实际航空重力

异常资料还因测网设计、偏离航线、测线掐线等限

制，网格化后某些区域无法形成相应的内插数据进

而存在网格格点空白，处理时要求对空白区进行填

补，这也将影响处理的精度．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并提

高处理精度，本文采用位场向下延拓的最小曲率方

法对航空重力异常进行向下延拓（骆遥和吴美平，

２０１６）．具体采用如下迭代形式进行向下延拓，即

　　

Δ犵
犽＋１
＝犉

－１｛ｄｏｗｎｃα（犺）

·犉［ηΔ犵ｈ＋（１－η）Δ犵
犽

ｈ
］｝，

Δ犵
犽

ｈ＝犉
－１［ｕｐ犮（犺）·犉［Δ犵

犽

烅

烄

烆 ］］，

（６）

其中：Δ犵
犽 表示第犽次迭代后的航空重力向下延拓

结果；η是权重系数；ｄｏｗｎｃα（犺）表示正则化参数为

α的最小曲率向下延拓算子，犺＞０是向下延拓距离；

ｕｐ犮（犺）是延拓距离为犺的向上延拓算子．上述处理

解决了实际非规则航空重力测量中空白区及网格扩

边问题，提升了航空重力勘探向下延拓处理的实用

性，可高精度的获取下延平面上观测异常对应的位

函数．

１．３　移去与恢复

上述向下延拓获得的异常即为扩边后的下延重

力异常，直接对其积分即可得到相应的位函数．对异

常进行积分时，零频狌＝狏＝０处算子存在奇异，通常

将奇异时算子设为０（Ｌｏｕｒｅｎｃｏｅｔａｌ．，１９７３），加之

存在积分误差，位函数的长波长部分无法准确确定．

因此，位场转换所确定的位函数是相对的，而扰动位

的基准直接关系到水准面，必须确定其起算基准．为

解决该问题，这里采用移去恢复法的思想（黄志洲

等，２００４），用ＥＧＭ２００８等重力场模型确定低频重

力场，其最终确定的大地水准面包括局部航空重力

异常计算部分和重力场模型计算部分，即

犖 ＝犖Δ犵＋犖ＧＭ， （７）

其中：犖 是大地水准面起伏，犖Δ犵 是局部航空重力

异常确定的水准面起伏，犖ＧＭ 是重力场模型确定的

大地水准面．

２　模拟计算

为了检验构建大地水准面的位场转换方法，我们

采用ＥＭＧ２００８模型（阶次２１５９）模拟航空重力数据和

大地水准面，检验方法的精度．按１∶１００００００标准

图幅范围，计算我国香港幅（１１４°Ｅ—１２０°Ｅ，２０°Ｎ—

２４°Ｎ）海域高１ｋｍ（大地高）航空重力测量数据，图

１给出了模拟的海域航空重力测量数据，其中网格

距为１ｋｍ，对应陆域范围内的数据均设为空白．航

空重力测量通过引入重力基点可以获取绝对重力

场，图１ａ的海域航空重力场数据为ＥＧＭ２００８计算

的绝对重力场．我们将ＥＧＭ９６模型（阶次３６０）对应

的绝对重力场移去，图１ｂ给出了移去后的航空重力

异常．采用１．２节向下延拓方法将图１ｂ重力异常向

下延拓１ｋｍ归算至椭球面，并对延拓后的重力异

常进行积分换算成位函数，计算相应的水准面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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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ａ）．图２ｂ给出了通过（７）式最终确定的大地水

准面，其中模型水准面部分采用ＥＧＭ９６．我们将计

算的大地水准面同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进行比较，二者

最大相差３７ｃｍ，标准差１０．２７ｃｍ，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

全球平均精度为１３ｃｍ（Ｐａｖｌ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构建的

水准面精度与此相当，说明该方法具有较高的计算

精度．

３　实际航空重力资料计算

为检验位场转换方法实际构建海域大地水准面

效果，我们采用航空重力实测资料进行处理．使用的

数据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ｃｅａｎｉｃ

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ＡＡ）所属的国

家大地测量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ＮＧＳ）在

波多黎各附近加勒比海海域实测航空重力数据．该

航空重力测量是美国构建下一代垂直基准ＧＲＡＶ

Ｄ计划的一部分，并利用地面绝对重力测量点将空

中重力异常数据进行了归算，最终航空重力测量成

果以测量高度上的绝对重力场表达．图３给出了实

测的航空重力测线及航空重力数据．采用塞斯纳奖

状喷气飞机（Ｃｅｓｓｎａ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Ｉ）搭载美国 Ｍｉｃｒｏｇ

ＬａＣｏｓｔｅ公司的ＴＡＧＳ航空重力系统进行测量，设

计的飞行高度为１０．６６８ｋｍ，实际平均飞行高度为

１１２２６．１１ｍ，测线间距为１０ｋｍ，切割线间距约

４０ｋｍ．图３ｂ航空重力数据的网格距为２．０ｋｍ（航

空地球物理测量中网格距通常为测线间距的１／５～

１／４）．由于测线边缘不整齐，网格化后的格网数据南

北部边缘存在数据空白．此外，区内两条测线上部分

存在问题的数据已被掐去，造成网格化后的格网

数据开“天窗”．图３反映了实际航空重力测量的

典型特征，目前一些通过模拟航空重力数据精化水

准面的研究中通常回避了上述数据特征，直接用

ＥＧＭ２００８等重力场模型来模拟不含数据空白的规

则矩形格网数据．根据１．３节的技术路线，利用

ＥＧＭ２００８重力场模型（阶次２１５９）计算重力场的模

型部分，并将其从实测数据中移去，图４ａ给出了移

去后的重力异常，异常幅度为－８．３×１０－５～７．８７×

１０－５ｍ·ｓ－２．利用１．２节的方法将图４ａ的重力异

常向下延拓，图４ｂ给出了下延后的重力异常．向下

图１　模拟的海域航空重力场（ａ）及移去后航空重力异常（ｂ）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ｏｆｓｅａａｒｅａ（ａ）ａｎｄ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ｆｔｅｒｒｅｍｏｖａｌ（ｂ）

图２　航空重力异常对应的水准面起伏（ａ）及计算的大地水准面（ｂ）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ｇｅｏｉｄ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ｇｅｏｉｄ（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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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航空重力测线（ａ）及实测航空重力数据（ｂ）

Ｆｉｇ．３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ｓ（ａ）ａｎｄ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ｄａｔａ（ｂ）

图４　航空重力异常（ａ）及下延至 ＷＧＳ８４椭球面上的异常（ｂ）

Ｆｉｇ．４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ａｎｄｉｔｓ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ｎｔｈｅＷＧＳ８４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ｂ）

延拓的距离为１１２２６．１１ｍ（实测平均椭球高），图４ｂ

可视为图４ａ归算至 ＷＧＳ８４椭球面上的重力异常．

图４ｂ经向上延拓至原测量面并同图４ａ比较，误差

的标准差为０．２６×１０－５ｍ·ｓ－２，９９％的网格点误差

幅度不高于０．９１×１０－５ｍ·ｓ－２，说明向下延拓具有

很高的数值精度．

将图４ｂ归算至 ＷＧＳ８４椭球面上的重力异常转

化为相应的扰动重力位，图５ａ给出了相应的计算结

果．扰动位精度直接影响大地水准面精度，为了消除积

分的水平误差，将图５ａ的位函数反算为航空重力异

常，并将其同图４ａ进行比较，图５ｂ给出了位函数转换

重力异常的误差．图５ｂ给出的误差分布表明计算的位

具有很高的精度，误差呈正态分布，误差幅度约２×

１０－５ｍ·ｓ－２量级，标准差为０．２７×１０－５ｍ·ｓ－２，基

本同向下延拓误差的标准差０．２６×１０－５ｍ·ｓ－２相

当．尽管误差的标准差很小，但误差的平均值为

２．１１×１０－５ｍ·ｓ－２，表明零频处理中存在相应系统

差，需进一步消除．我们将图５ａ的位函数求导，转换

为重力异常同图４ｂ进行比较，二者误差的标准差为

５×１０－１２ｍ·ｓ－２，几乎为０，误差的平均值为２．１１×

１０－５ｍ·ｓ－２，这表明零频置０的处理中忽略了２．１１×

１０－５ｍ·ｓ－２的重力场直流分量．因此，零频处理中引

起的系统误差造成图５ａ扰动位比实际要大，其忽略

的重力场常量在垂向的积分近似为０．２３６９ｍ２·ｓ－２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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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２．１１×１０－５ｍ·ｓ－２×１１２２６．１１ｍ）．

补偿图５ａ资料中０．２３６９ｍ２·ｓ－２的系统差后，

计算剩余异常所引起水准面起伏，图６ａ给出了图

４ａ对应的水准面起伏，其幅度最大约３０ｃｍ．最终，

利用公式（７）将图６ａ同ＥＧＭ２００８水准面融合，图

６ｂ给出了该测区最终确定的大地水准面．

图６表明该区的大地水准面起伏在－７０．８４ｍ

至－４０．６１ｍ之间，精化大地水准面起伏不超过３８ｃｍ，

从位场转化误差分析其精度约为２×１０－５ｍ·ｓ－２，与测

区航空重力实测精度１．８５×１０－５ｍ·ｓ－２基本相当，这

是从位场转换方法本身的精度去评价构建大地水准

面的精度．为了进一步检验方法的精度，这里采用测

区内美属维尔京群岛上的２１个 ＧＰＳ／水准点进行

检验（由于向下延拓存在过场源问题，该检验方法仅

为近似评估），图７给出了 ＧＰＳ／水准点分布．将

ＧＰＳ／水准点的水准面同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大地水准

面及通过航空重力测量精化的大地水准面进行比

较，图８给出各点位的水准面及大地水准面对比情

况．ＧＰＳ／水准点给出的水准面同ＥＧＭ２００８大地水

准面模型及本文给出的大地水准面趋势均较为一

致，但ＧＰＳ／水准测量采用了ＶＩＶＤ０９垂直基准，同

大地水准面间存在水平差．图８表明ＶＩＶＤ０９的参

图５　由剩余异常计算的位函数（ａ）及误差（ｂ）

Ｆｉｇ．５　Ｇｒａｖｉｔ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ｉｅｌ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ｂ）

图６　大地水准面修正量（ａ）及修正后大地水准面（ｂ）

Ｆｉｇ．６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ｉｄ（ａ）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ｇｅｏｉ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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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ＧＰＳ／水准点分布

Ｆｉｇ．７　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ｐｏｉ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８　水准面与ＥＧＭ２００８大地水准面及航空重力确定的大地水准面对比

Ｆｉｇ．８　ＧｅｏｉｄｏｆＧＰＳ／ｌｅｖｅｌ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ＧＭ２００８ｇｅｏｉｄ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ｏｉ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ａｔａ

考水准要高出ＥＧＭ２００８大地水准面２．５ｍ 的量

级，如果忽略二者间的水平差，以ＧＰＳ／水准测量为

标准，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的大地水准面精度可用二者

差值的标准差代表，其精度为１０．８５ｃｍ．本文给出

的大地水准面同 ＧＰＳ／水准测量也存在类似水平

差，以ＧＰＳ／水准测量为标准，二者差值的标准差为

６．３６ｃｍ，较ＥＧＭ２００８大地水准面的精度提高了约

４ｃｍ．上述检验使用的ＧＰＳ／水准点均位于岛屿处，

检验中假设了向下延拓过场源时将参考椭球外部的

质量压缩至椭球面上，存在一定的近似．为此，我们

采用美国ｘＧＥＯＩＤ１８Ｂ水准面模型进行了检验．图

６ｂ给出的水准面同ｘＧＥＯＩＤ１８Ｂ相比，最大相差

１８．９ｃｍ，二者差值的标准差为５．０８ｃｍ，可见本文

的海域航空重力测量快速精化大地水准面方法具有

较高的精度．

４　结论

构建高精度大地水准面将是我国航空重力勘探

下一步应用的重要方向，基于移去恢复法思想，本

文采用重力勘探中位场转换技术，特别是引入向下

延拓的最小曲率方法，给出了一种快速构建海域大

地水准面方法．方法通过移去ＥＧＭ２００８地球重力

场，采用最小曲率法对移去后剩余的航空重力异常

进行向下延拓并在频率域对其积分获取扰动位，最

终通过结合ＥＧＭ２００８水准面模型实现对海域大地

水准面精化．理论模拟和实际航空重力测量数据处

理表明，尽管该方法在构建海域大地水准面存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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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转换近似，但具备较高的计算效率和精度，可为利

用海域航空重力勘探成果快速构建大地水准面提供

技术支撑．航空重力勘探属于相对重力测量，本方法

需要结合地球重力场模型，使用的ＥＧＭ２００８等全

球重力场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构建的海域大地

水准面精度，我们希望同测绘学界进一步合作，共同

构建我国自主的高精度全球重力场模型，进一步提

升我国大地水准面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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