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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重力场逼近理论研究进展

宁津生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　评述了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近几年在地球重力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并对今后地球重力场的研

究方向及其人才培养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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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测和研究地球重力场结构不仅是地球科学

的一个基础性领域 ,而且是现代大地测量学科的

主要科学任务之一。本世纪重力探测技术的突破

性进展 ,以及与卫星定位技术和其它空间技术发

展的交叉并进 ,使现代地球科学在强化研究地球

深部结构及其动力过程成为可能 ,并对地球重力

场的精细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确定全波段 cm

级大地水准面和高分辨率、高精度的地球重力场

模型就是物理大地测量跨世纪的新目标之一。 实

现这些目标应着重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①进一

步发展高效高精度重力探测技术 ,以改善全球重

力场数据的分布、密度和精度 ,为实现上述目标提

供数据保障 ;②发展地球重力场逼近理论和建立

高效实用的地球重力场逼近方法 ,为实现物理大

地测量跨世纪目标提供理论依据。

近几年来 ,我校在物理大地测量学科领域始

终瞄准国际研究前沿 ,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在

地球重力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成果。 下面仅

就我校几位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成果对比加以阐

述。

1　若干研究成果

1. 1　大地测量边值问题的数值解法

边值问题是研究地球重力场的核心问题和理

论基础 ,该问题的求解可采用解析法和数值法。关

于解析法在国内外已有非常成熟的研究成果 (如

Stokes积分 , Mo lodensky级数解等 ) ,而数值法

的研究则起步较晚 ,该方法应用于物理大地测量

的困难在于其数字实现。在计算技术高度发达的

今天 ,数值解法已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边少锋

( 1992)运用有限元法和有限差分法对大地测量

边值问值的数值解法作了较详细的研究 ,较深入

地探索了局部重力场边值问题的有限元方法 ,并

在局部重力场逼近中相继提出了超定边值问题的

差分法和样条解法。从 Laplace方程转化后的积

分方程出发 ,系统地提出和建立了地球重力场样

条表示的基本理论和数学模型 ,并以地球重力场

B样条表示 ,初步揭示了函数光滑度与调和分析、

Fourier分析收敛阶的内在联系 ,为地球重力场逼

近中应用 B样条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 ,通过引

入非奇异变换 ,提出了计算物理大地测量中奇异

积分的新算法 ,这对提高数值积分和 Fourier分

析的精度有一定参考价值 [9, 10 ]。

与解析法相比 ,大地测量边值问题的数值解

法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主要优点是可适应复杂的

边值条件和边界面 ,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经典解

法中由于导数不光滑而引起的粗糙化影响。由于

数值解法只能给出离散解 ,缺乏解析表达形式 ,因

而难于作误差分析和估计。 该方法的真正实用化

还有待深入研究。

1. 2　物理大地测量中的谱方法

谱方法是偏微分方程数值解法中的一类基本

方法 , 50年代末就被应用于地球重力场的研究 ,

但直到 80年代中期才真正受到重视和广泛应用 ,

目前已成为物理大地测量中的一类重要方法。 李

建成 ( 1993)深入研究了谱方法在谱域计算、表达

和分析地球重力场精细结构的若干理论和方法问

题。其主要成果包括: ①从 Sturm-Liouvi lle型方

程及其本征值问题出发 ,提出了在球冠坐标系中

求解 Laplace方程的大地测量边值问题 ,系统地

建立了局部重力场球冠谐分析模型 ,这一局部重

力场逼近的新概念和新方法在理论上突破了只在

空域逼近局部重力场不能分析其谱特性的经典大



地测量边值问题的局限性 ,在实用上它又是一个

收敛速度很快的解析展开式 ,便于局部重力场的

高效计算。②在经典大地测量边值问题的数值计

算方面 ,提出了应用于计算物理大地测量中的卷

积运算的快速 Hart ley变换法 ( FHT) ,并利用坐

标转换法严格克服了 Stokes函数“卷积化”球面

近似的误差 ,给出了 Stokes和 Vening-Meinesz

公式的严密卷积形式
[12 ]
,这一成果对于重力场的

高效计算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③提出应用最大

熵谱分析估计重力场的功率谱 [12 ] ,该方法从理论

上克服了经典谱估计方法中采用周期延拓和设置

窗函数等人为假设的缺陷 ,因而可以获得比经典

方法更高分辨率的重力场谱结构 ,但该方法的真

正实用化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此外 ,以上述研究

成果为基础 ,研制完成了我国 360阶地球重力场

模型 WDM94和 WZD94重力大地水准面
[1, 4 ]。

谱方法应用于物理大地测量不仅限于一种算

法价值 ,更重要的是在地球重力场研究中系统引

入了谱分析理论和方法 ,这对于表达和分析重力

场的精细结构具有重要价值。目前该方法的研究

和应用仍在发展之中 ,特别需要研究这一数学领

域的有关成果在重力场逼近中的应用问题。

1. 3　 SIN S /GPS组合系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年来 , GPS技术和惯性导航 ( IN S)技术的

迅速发展及其在大地测量中的广泛应用 ,导致了

动态大地测量的产生和发展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

非常活跃。董绪荣 ( 1994)将近代线性系统理论与

动态大地测量相结合 ,提出了基于 SIN S /GPS组

合系统的动态大地测量基本理论与方法。 该方法

可以在运动过程中快速高效地完成大地测量的两

项基本任务—— 定位与重力场测定 ,实现几何空

间与重力空间的同时定位 [16 ]。在组合系统设计方

面 ,针对目前研究 SINS /GPS数据组合中均未顾

及加速度计刻度因子误差及 SIN S卡尔曼滤波模

型方程非线性误差的缺陷 ,推导出了刻度因子误

差的影响表达式并引入到 SIN S滤波器以状态空

间方法描述的动态方程中 ,并提出了“采用双差相

位观测信息闭环反馈校正的 SIN S /GPS组合方

法” ,建立了相应的 Kalman滤波模型 ;根据矩阵

奇异值分解理论 ,建立了组合系统滤波器可观测

性的分析方法及可测状态子空间的基函数构造方

法 ;基于矩阵外积算法设计了一个数值稳定、快速

高效的滤波算法
[15 ]
。 在组合系统应用研究方面 ,

建立了从组合系统原始观测信息提取各类应用参

数的基本理论和数学模型 ,如利用 SIN S /GPS组

合信息确定载体三维运动轨迹及运动参数、测定

运动轨迹的局部曲率参数等 ,而这些参数又可以

用于解决某些实际问题 ; SIN S /GPS组合系统安

置在运动载体上 ,可以实现动态矢量重力测量 ,提

出了利用 SIN S /GPS数据确定重力扰动矢量的

状态空间估计方法 ,并给出了有关的数学模

型
[15 ]
;在利用 GPS数据确定载体运动加速度方

面 ,提出了“先对双差相位观测值解析拟合并低通

滤波 ,再二次求导 ,然后由双差相位观测量的二阶

导数直接估计载体运动加速度”的方法 ,优点是可

有效控制误差的传播 ,不需确定整周模糊度参数

等 [16 ]。

目前 SIN S /GPS组合系统的研究并不完善 ,

还有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有待解决 ,该技术的

真正实用化尚需要经历一段艰难的过程。

1. 4　卫星重力梯度边值问题的研究

卫星重力梯度测量是实现重力场逼近跨世纪

目标的一项新的重力探测技术 ,旨在利用这一新

信息源改善中波段重力场。 与传统的卫星重力探

测技术相比 ,该技术能以更高精度和高分辨率测

定全球重力场。目前该技术仍在研究和发展中 ,预

计 21世纪初实施。罗志才 ( 1996)在全面评价了卫

星重力梯度测量的研究现状及其在物理大地测量

中的应用前景的基础上 ,着重研究了利用卫星重

力梯度数据逼近地球重力场的理论和方法。首先 ,

从现代大地测量边值问题的理论出发 ,论证了卫

星重力梯度单定边值问题 (仅考虑某一类重力梯

度分量 )的适定性问题 ;依据超定边值问题的准解

理论 ,提出了卫星重力梯度超定边值问题和重力-

重力梯度边值问题的准解 ,并给出了具体求解原

则和实用解算模型
[18～ 20 ]

。这一成果将超定边值问

题的准解理论向实用化方向推进了一步 ,并为综

合利用各类卫星重力梯度数据及其它重力场信息

精化重力场展示了一种新的途径。 其次 ,利用

Hilbert空间的函数展开理论 ,深入研究了一种卫

星重力梯度张量的球谐分析与综合的方法 ,并且

导出了求解扰动位球谐系统的简洁易算的实用数

学模型
[ 19, 22 ]

。在局部重力场逼近方面 ,提出了卫

星重力梯度向下延拓的平面近似法和频域最小二

乘配置法 ,导出了相应的计算模型 [21～ 23 ]。这两种

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利用 FFT技术完成所有计算 ,

因而计算效率高。前者的主要缺点是:因采用球面

的平面近似 ,重力梯度数据序列的线性卷积与

Fourier变换二维循环卷积有差异 ,数据采样不充

分和数据长度有限将导致混叠和频谱泄漏现象 ,

但该问题可以采取某些措施予以改善 ;后者的计

算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协方差模型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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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 ,这两种方法均可在一定精度范围内满

足实际需要 ,仍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实用算法。目前

关于卫星重力梯度边值问题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

深入研究 ,如怎样在边值问题中考虑非线性项的

影响问题 ,利用卫星重力梯度数据恢复重力场的

精度和分辨率问题等。此外 ,现有的研究成果尚需

要实测重力梯度数据的验证。

1. 5　卫星测高及其应用研究

自 1973年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管理局发射

第一颗带有测高仪的卫星 ( Skylab)以来 ,至今世

界上已相继发射了 7颗测高卫星 ,大量已有研究

成果均展示了卫星测高在大地测量、地球物理及

海洋学等学科研究中的巨大潜力。目前我国尚无

这样的测高卫星 ,只能通过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获取测高数据 ,并利用这些数据研究卫星测高的

有关理论和应用问题。 翟国君 ( 1997)较深入地研

究了卫星测高数据处理的有关问题 ,主要成果包

括:①针对测高卫星轨道的特点 ,推导出了部分偏

心率函数近似显式计算公式 ,这对于研究测高卫

星轨道的误差特性具有重要意义。②详细研究了

测高卫星径向轨道误差的时域特征和空域特征 ,

推导出了测高卫星径向轨道误差的时域表达式和

空域表达式 ,其中前者揭示了摄动元素与径向轨

道摄动之间的频率对应关系 ,后者表明各次径向

轨道误差的空域表示均可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

升弧段与降弧段所共有的大小相等、符号相同的

量 ,这一部分径向轨道误差在交叉点平差中是不

可观测的 ;另一部分是依赖于升降弧段的大小相

等符号相反的量 ,这一部分径向轨道误差在交叉

点平差中是可观测的。同时 ,揭示了任意次的径向

轨道误差的空域表示形式都是完全相似的 ,并分

析了 Topex测高卫星径向轨道误差中可观测部

分与不可观测部分所占的比例大小
[ 25～ 27]

。③给出

了一组新的计算交叉点位置和时间的公式 ,该公

式利用了测高卫星精密重复轨道的特点 ,不需要

从星历表中读取每个弧段在赤道上的位置及穿越

赤道的时间 ,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④研究了不同

轨道倾角的卫星所产生的交叉点的分布特点 ,以

及交叉点平差与共线平差的秩亏现象 ,指出了整

体求解法的优越性及存在的问题 ,并对大尺度的

海流条件作为近岸时的约束条件的可行性进行了

初步探讨 ,获得了某些有参考价值的结果。

此外 ,在利用卫星测高确定地球重力场方面 ,

李建成 ( 1998) 从球坐标形式的 Laplace方程出

发 ,导出了利用卫星测高数据源获得的垂线偏差

求解海洋重力异常的严密数学公式 ,进而改善了

Sandw ell方法采用的平面近似公式 ;提出了利用

逆 V ening-Meinesz公式恢复重力异常的新思想 ,

并导出了利用 FFT /FHT技术计算逆 Vening-

Meinesz公式的完整严密卷积表达式。

当前 ,卫星测高数据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如何

利用这一信息源研究大地测量、地球物理及海洋

学问题 ,如海面地形的分离问题 ,大洋环流及海洋

岩石圈结构等一系列理论和方法问题 ,还有待深

入研究。

2　若干建议

为了实现地球重力场逼近跨世纪的新目标 ,

以满足现代大地测量、地球物理及海洋学等学科

研究对高分辨率、高精度地球重力场的要求 ,今后

地球重力场逼近的发展趋势可能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

1) 全球重力场模型将向联合多种重力场信

息以提高分辨率和准确性的方向发展。随着全球

重力场信息的不断改善及新一代卫星重力计划的

实施 ,发展甚高阶次 (如 720阶或更高阶 )全球重

力场模型将成为可能。 为了提高全球重力场模型

的准确度 ,地球重力场逼近的理论模型将向严密

化方向发展 ,时变大地测量边值问题、超定边值问

题、非线性边值问题及外部重力场的非线性建模

理论与方法等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和研究的方

向。

2)发展局部重力场模型。前面提到的球冠谐

模型是该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成果 ,但其真正实用

化还有待深入研究。局部重力场逼近的目标将是

确定高精度 (如 cm级 ) 和高分辨率 (如 1～ 5

km )大地水准面 ,用于高精度确定点位垂直坐标

分量及研究地壳运动和形变重力场效应 ,为此 ,必

须寻求联合多种重力场数据 (如地面重力异常、

GPS水准、地球位模型、天文重力水准等 ) 求解局

部重力场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3) 监测重力场随时间的变化是当今地球科

学广泛研究全球变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

重力测量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使得监测因某些地球

动力学现象引起的重力场变化而成为现实 ,时变

重力场的研究及其地球动力学解释是一个值得注

意的发展方向 ,该领域的研究尚需重力测量精度

的进一步提高。

4)发展高效实用的重力探测技术。目前国际

上提出的重力探测技术包括卫星跟踪卫星、卫星

重力梯度测量及机载重力测量等 ,前两种技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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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中长波重力场的有效技术手段 ,短波重力场

的恢复有赖于机载重力测量来实现。 我国近期内

发射重力探测卫星或大地测量专用卫星尚不现

实 ,因此 ,大力发展机载重力测量技术对我国西部

地区和近海地区的重力场精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国际上该技术的研究已日趋成熟 ,

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 ,几乎处于空

白。借鉴国外现有研究成果 ,并结合中国实情 ,发

展适合我国的机载重力测量技术是一个值得重视

的研究课题。

学科交叉和边缘学科的出现是当代科学技术

发展的明显特点和趋势。人才断层和人才单一是

目前本学科发展的一大缺陷。迄今为止 ,我校在本

学科已培养博士 5人 ,初步形成了该学科发展的

一支中坚力量 ,但要真正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的研

究群体 ,尚需经历一段艰难的过程。为此提出以下

措施供参考 ,希望能缓解或解决这一矛盾。

1) 创造条件 ,尽快形成一支实力雄厚、人才

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

2)培养跨学科人才。大地测量学的发展已逐

渐向地球科学深层次渗透 ,而目前青年科研人员

主要是本专业培养的 ,缺乏相关学科人才。 因此 ,

积极引进地球物理、数学物理及海洋学等相关学

科人才是本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3)加强国际间人才与学术的交流和合作。首

先应充分发挥本学科在国外从事教学和研究的科

研人员的作用 ,一方面可以邀请他们回国短期讲

学和参加短期研究 ,另一方面还可以以他们为纽

带 ,建立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关系。其次应与国外同

行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争取承担他们的

课题 ,或派青年学术骨干出国进修 ,或邀请知名专

家来我校讲学等。

4) 加强青年科技人员基础理论及相关学科

知识的学习。 从事物理大地测量的研究工作需要

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深厚的数理基础 ,并且与

其它相关学科 (如地球物理学、地质学、海洋学

等 ) 有着密切关系 ,必须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对基

础理论和相关学科知识的浓厚兴趣和开拓精神 ,

鼓励他们参加基础理论及有关应用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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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力之大。参观后回到武汉 ,我向王师报告此行感

想并建议海峡两岸测绘界有互相交换研究方向及

成果之必要 ,以增加研究成效。王师亦有同感。于

是经王师之努力 ,国家测绘局之赞助 , 1992年 7

月“第一届海峡两岸测绘学术交流会”得以在成都

召开。 由于国家测绘局与四川省测绘局之精细规

划及筹备 ,我们去参加之 30余位会员 ,皆赞不绝

口 ,成果辉煌。第二届原拟在 1994年在台举办 ,

但诸多因素未能办成。 今年 9月 7至 9日得能在

台南成功大学举办 ,得力于武测李校长德仁之奔

走及王师等之推动 ,更得国家测绘局各位之赞助

始得办成。当然未能与第一届比 ,但确为成功大学

最大之研讨会 ,与会者竟有 500百多位 ,光是大陆

就有 31位。尤其难得者 ,王师以 90高龄居然不辞

辛劳亲来参加 ,并发表专题演讲“当代测绘学科的

发展”。 内容新颖 ,见解独到 ,使与会者钦佩不已。

会后大队人马去南部垦丁及中部日月潭游览 ,王

师宁可与我两人自由行动。我们先参观台南古迹 ,

然后去日月潭住宿一晚 ,第二日游湖 ,及坐车绕湖

一周。随接下山顺便参观中兴大学 ,其李庄时候老

邻居罗师云平教授曾在中兴大学当过校长 ,现今

校舍之建设皆其任内所规划设计建造者。 罗师已

过去多年 ,颇令王师怀念。

随后我们去“交通大学”参观 ,因与约定时间

尚早 ,我们又顺便参观科学园区。到“交大”有我学

生在当教授等职。 由他们奉陪参观完全电脑化之

图书馆 ,王师见到“交大”旧校记 ,大有回母校之

感。

当晚我们宿中坜中央大学招待所 ,第二日由

原遥感中心主任陈哲俊教授等陪同讲解卫星接收

站工作情况。午后即去台北与大队会合。

此行王师最感满意者为与 64年未谋面之李

国鼎先生会晤 ,昔年考取庚款同船留英 ,现两位皆

已年满 90高龄。惜相处仅两小时意尤未尽。二位

身体皆健还可再约定会面。

王师素来宽以待人 ,自奉甚俭。常劝我一切事

情不可苛求 ,顺其自然即可。我尚未能学得其十分

之一 ,至感羞愧。

信手写来文不达意 ,只为祝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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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the Earths Gravity Field Approximation Theory

N ing J insheng
( The Secretariat of Presidential , W TUSM, 129 Luoyu Road , Wuhan, China, 430079)

Abstract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of the earths g ravi ty field and in t raining co rre-

sponding quali fied scientists and technicians of Wuhan Technical Univ ersity of Surv eying and

Mapping a re rev iew ed in the paper. Mo reover, some suggestions fo r developing the earths

g rav ity field approx imation theo ry and training co rresponding skilled personnel are present-

ed.

Key words　 ea rths g ravity field appro xima tion; sa telli te altimetry; spect ral method; satel-

lite g ravi ty g radiometry; g eodetic bounda ry valu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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