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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移去恢复技术 , 利用我国高分辨率 DTM 和重力资料推算我国大陆重力大地水准面;然后再和我

国 GPS 水准所构成的高程异常控制网拟合 ,推算了具有 dm 级精度 、15′×15′分辨率的我国大陆大地水准面。

利用全国地壳运动监测网络的 80 余个高精度 GPS 水准点进行外部检核 , 检核结果证实和原设计精度完全一

致 ,即该大陆大地水准面的绝对精度 , 在东经 102°以东高于±0.3m , 在东经 102°以西 、北纬 36°以北为

±0.4m , 36°以南为±(0.4～ 0.6)m。利用卫星测高数据计算垂线偏差 , 反解我国海域大地水准面。为了检

核 ,由测高垂线偏差反演为重力异常 , 与海上万余点船测重力值进行了外部检核;同时用上述反演的重力异常

推算大地水准面 ,与直接解得的相应结果进行比较作为内部检核。由重力和 GPS 水准数据推算的上述大陆

大地水准面 ,和主要由卫星测高数据确定的海洋大地水准面 ,二者之间一般都存在以系统误差为主的拼接差。

顾及这一现象并结合我国在陆海大地水准面拼接区重力资料稀疏的实际 ,研究提出了扩展拼接技术 ,即在沿

海选取部分陆海毗邻的局部地区 ,在这局部地区内 ,陆地用实测平均重力格网数据 , 海洋用测高平均重力格网

数据 , 统一推算这陆海局部重力大地水准面。然后利用这一局部大地水准面的陆地部分和已经用 GPS 水准

校正的陆地大地水准面进行拟合。最后用拟合参数校正中国全部海域的测高重力大地水准面 , 从而保持陆地

部分大地水准面不变 ,最大限度地削弱拼接点和测高海洋大地水准面的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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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似)大地水准面的确定经历了近半个世

纪的发展过程 ,从 50年代到 70 年代开展了大规

模天文重力水准网的布测 。该网平均分辨率在东

部地区约为 1.5°×1.5°,西部为 2.5°×2.5°。由

此确定的中国似大地水准面(CQG80)表明 , 该网

边远测点相对西安大地原点的高程异常差的累积

误差的估计 ,平均为±2.7m[ 1 ,2 ,3] 。

显然 , CQG80 低精度 、低分辨率的似大地水

准面已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发展及

我国今后的地学研究任务。因此 ,应在较短时间

内研究和推算出一个高精度 、高分辨率 、完整覆盖

我国国土的新一代中国 (似)大地水准面

(CQG2000), 以适应 21 世纪 前期的需求。

CQG2000的精度指标应由 CQG80的±(3 ～ 5)m

精度 ,提高一个量级 ,达到 dm 级精度的要求;分

辨率要由 CQG80的平均 2°×2°提高一个量级 ,达

到 15′×15′;而覆盖面则绝不能只局限于我国大

陆 ,要扩展到全部中国陆海国土。要达到上述目

标 ,要解决 3个技术问题 ,即我国大陆大地水准面

的研究和计算;我国海域大地水准面的研究和计

算;我国大陆和海域两个大地水准面的拼接研究

和计算。

1　我国大陆大地水准面的研究和计
算

　　目前 ,国际上解决这个技术问题比较肯定的

技术路线是 ,将进行过局部重力和地形资料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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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局域重力大地水准面和局域 GPS 水准网联

合平差 ,将缺乏坐标框架含义而分辨率 较高的重

力大地水准面 ,和有严格坐标框架定义的精度较

高的 GPS 水准大地水准面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

短 ,这是目前在我国解决这一重大技术问题比较

可行的途径。

我国大陆重力大地水准面的计算方案应结合

我国的实际 ,同时应参考欧美等先进国家的经验 ,

但我国的地面重力测量数据的分辨率偏低且分布

不均匀 。出于以上考虑 ,我国大陆重力大地水准

面的计算经研究和试算后决定采用以下方案 。

1.1　我国大陆重力大地水准面计算方案

1)采用移去_恢复法 。由于已具有迄今最好

的全球重力场模型 ,我国已有高分辨率数字地面

模型(DTM),属于区域重力大地水准面的中国大

陆大地水准面计算 ,拟采用目前广泛使用的所谓

移去_恢复法 。这种方法利用重力场的“可叠加

性”原理 ,分别处理不同的波长成份的贡献 ,再经

过简单叠加恢复所逼近的局部重力场。其实质就

是利用重力和 DTM 数据改进由重力位模型确定

的区域(似)大地水准面 ,主要是改进其中短波分

量[ 4] 。

这一方法的应用大致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

把(似)大地水准面分为 3 个部分:①由全球位模

型计算的模型(似)大地水准面高及模型重力异

常;②由局部地形影响计算的(似)大地水准面高

和重力异常的短波分量;③由观测重力异常分别

减去第一 、第二部分的重力异常得到的观测重力

异常的残差重力异常以及由此格网数据计算的残

差(似)大地水准面高 ,这种方式比较适用于拥有

高分辨率的地面重力数据 。第二种方式是把(似)

大地水准面高分为两个部分:①由全球位模型计

算的模型(似)大地水准面高及模型重力异常;

②地面重力异常移去第一部分模型值的残差重力

异常以及由此计算的残差(似)大地水准面高 。经

过试算比较 ,这次计算决定采用第二种移去_恢复

方式 。

2)重力大地水准面的计算采用经典的斯托

克斯(Stokes)公式和莫洛金斯基(Molodensky)级

数(顾及一次项)。由于 FFT/FHT 应用于斯托克

斯公式和莫洛金斯基级数的技术已很成熟 ,经典

公式仍然是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计算重力大

地水准面的首选公式 ,只有欧洲极少数国土面积

不大的国家采用过最小二乘频谱组合法和最小二

乘配置法 ,但其计算的复杂度和耗时一般比经典

方法大得多
[ 4 ,5]

。

3)重力归算采用经典的地形均衡模型(Airy_

Heiskanen系统)[ 6] 。重力数据分辨率高的欧美国

家一般没必要采用均衡归算 ,而我国的多山区和

低重力分辨率考虑到地形均衡异常比布格异常通

常更平滑 ,在均衡抵偿好的地区没有布格异常的

系统性效应 ,因此 ,推估内插的误差小。

4)采用一维 FFT 的严格计算技术 。由于重

力场逼近几乎所有的积分公式都可化为卷积形

式 ,FFT 技术在重力场计算中的应用已趋成熟和

完善 ,从而大大提高了计算效率 ,使大规模数据的

高分辨率重力场逼近的计算成为可能 ,并由平面

近似发展到球面近似 ,进而发展到二维化为一维

的严格计算法[ 7 , 8] 。

总而言之 ,由于我国地面重力数据分辨率低

且分布很不均匀 ,采用了地形均衡异常进行推估

内插和格网化 ,再恢复为地面(或大地水准面)空

间重力异常格网值 ,经移去重力模型值后 ,同时用

斯托克斯公式和顾及 G1项改正
[ 3]
的莫洛金斯基

公式分别计算残差大地水准面高和高程异常 ,全

部计算以一维 FFT 计算技术为基础 。

1.2　我国大陆重力(似)大地水准面计算的数学

模型

1.2.1　重力大地水准面差距计算

要确定大地水准面高 , 从理论上讲 ,必须已

知布满全球的重力异常。但在实际中 ,只能得到

某一局部范围内的地面重力数据。因此 , 确定局

部大地水准面通常采用低通滤波原理 ,即利用地

球模型结合局部重力和地形数据计算确定 ,为此

将大地水准面高分成两个部分:①由地球重力场

模型计算的大地水准面高[ 6] ;②利用一维 FFT/

FHT 技术按S tokes积分计算而得[ 8 ,9] 。

1.2.2　重力似大地水准面高程异常计算

高程异常由 Faye 重力异常代入 Stokes公式

计算而得[ 4 , 10 ,12] 。此外 ,考虑到我国国土南北向

的范围大(约为 50°),因此 ,在此次计算(似)大地

水准面时均已顾及椭球改正
[ 12]
。

1.3　我国大陆 GPS水准网(HACN2000)

1.3.1　HACN2000中 A级网点的精度估算

推算新一代中国似大地水准面 CQG2000的

重要基础之一是由 GPS 水准技术所布设的高程

异常控制网(HACN2000)。按 CQG2000 的需要 ,

它分为两个等级布设 ,其中 A 级高程异常控制网

是用国家 A级 GPS定位标准施测 ,同时用高于二

等水准测量精度测定 A 级 GPS 点的正常高 。A

级高程异常控制网的主要目的是在全国大跨度 、

高精度地传递高程异常 ,以减少误差积累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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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的 A 级高程异常控制网点为 30 个 ,均匀

分布于中国大陆 ,平均边长为 700km ,它的相对精

度为 10
-9
量级。HACN2000 的另一部分为 B 级

高程异常控制网 ,用国家 B 级 GPS 定位标准施

测 ,同时用高于四等的水准测量精度测定 B 级

GPS点的正常高 ,已完成的 B 级高程异常控制网

点总数约为 750个。在我国东部 、中部和西部 ,该

网点的分辨率分别为 80km , 130km 和 250km 左

右[ 2] 。A级(GPS 水准)高程异常控制网点(相对

西安大地原点)的高程异常的精度评估公式[ 13]

为:

m Aξ84(m)=0.0039 L (1)

式中 , L 为网点沿 A级网边长至西安大地原点的

长度累计(km)。现以最远点考虑 ,粗略地取 L =

3 000km ,则有 m Aξ84=±0.21m 。

1.3.2　HACN2000中 B级网的精度估算

HACN2000中 B 级网点高程异常相对于西

安大地原点的误差评估公式
[ 13]
为:

mBξ84(m)=±0.0052 L

(中国中部 、东部) (2)

mBξ84(m)=±0.0061 L

(中国西部) (3)

若以中国西部最远的 B 级点考虑 , 即取 L =

3 000km ,代入式(3)得其高程异常值相对西安大

地原点的精度为 m Bξ84 =±0.33m 。对中国中部

和东部的 B级点考虑 ,则利用式(2),其相应精度

不会低于±0.23m 。由此可见 ,在中国大陆地区

包含A 级和 B级GPS水准网的 HACN2000 ,其网

点的相应高程异常值的精度不低于±0.3m 。

1.4　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与 HACN2000的拟合

重力(似)大地水准面和用 GPS 水准推算的

(似)大地水准面之间的系统性或是随机性差别是

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如利用地面重力数据 、位模

型和 DTM 计算的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不严格地

与某种坐标系相应 ,而 GPS 水准的计算则与某一

确定的坐标系 、位模型 、高程基准严格保持一致。

这些因素都将使这两类(似)大地水准面产生差

异[ 4 ,7 ,14] ,见表 1。

表 1　重力似大地水准面的高程异常

与 HACN2000 相应值之差

Tab.1　Differences betw een Anomalies of

G ravity Geoid and Those of HACN2000

点数 最大值/m 最小值/m 平均值/m 标准差/m

671 1.407 -1.518 -0.084 ±0.432

28 0.850 -1.476 -0.046 ±0.481

　　联合这两类(似)大地水准面得到一个“拟合

曲面”(即 CQG2000 的大陆部分)。目前采用的

大致有最小二乘配置法拟合 、多项式拟合和联合

平差法 3 种拟合方法 。GPS 水准测定的(似)大

地水准面通常认为起控制作用 ,这是因为它联系

于国家高精度定位基准 ,且所含随机误差水平较

低。但以此为控制经拟合处理得到的“拟合曲面”

并非 “地球大地水准面” (即满足 W =W 0 =

U 0)
[ 15] , 而是联系于国家高程基准的大地水准

面 ,它适合于用 GPS测定正(常)高的实用目的。

试算结果表明 ,我国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与

HACN2000所相应的 GPS 水准(似)大地水准面

之间不符值的系统性部分不能用简单的坐标变换

参数来拟合 ,用三参数坐标平移变换的试算结果

并未显著改善原有的不符值。因此决定采用四次

多项式进行拟合 ,这对削弱系统误差和将重力大

地水准面纳入特定的坐标框架有重要作用。

为了实际检核上述拟合后的 CQG2000的大

陆大地水准面的精度 ,笔者选用“中国地壳运动网

络”科学工程中的分布均匀的 80多个高精度GPS

(水准)点 进行外部 检核 。检核结 果证实

CQG2000在大陆部分的似大地水准面高程异常

确实达到了 dm 级精度。在东经 102°以东地区 ,

中误差不高于±0.3m ,在东经 102°以西 、北纬 36°

以北和以南地区 , 中误差分别为 ±0.4m 和

±0.6m 。CQG2000 在大陆部分的分辨率标称为

5′×5′,在东部地区实际不低于 15′×15′,西部地

区不低于 30′×30′。

2　我国海域大地水准面的研究和计
算

2.1　我国海域大地水准面计算方案

近年来 ,利用测高数据中所含的丰富的垂线

偏差信息反演重力异常及确定大地水准面的方法

受到了重视 ,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数据类型可以削

弱多种系统误差[ 16] 。测高垂线偏差是由测高观

测值的一次差分求得 ,可以消除地理位置相关的

径向轨道误差以及长波海面地形等类似系统误

差 ,有如 GPS 相位观测值的一次差分 。目前测高

数据已达到 4 ～ 8km 的高分辨率 ,因此 ,相应的垂

线偏差数据含有重力场空间丰富的高频信息 ,很

有利于恢复高分辨率海洋重力场 。其思路是:利

用卫星升弧和降弧测高剖面相邻两测高点的海面

高差值 ,计算海面高剖面在两弧交叉点上的梯度 ,

若海面地形已从海面高中减去 ,这个梯度值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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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水准面的梯度 ,即交叉点上的垂线偏差 。这

一技术使测高数据中含有的重力场信息得到更充

分的利用。经研究和试算 ,中国海域大地水准面

的计算采用以下方案 。

1)采用 Geosat , Topex/Poseidon(T/P)和

ERS_2三类完整数据进行联合处理 ,并考虑采用

测高垂线偏差作为确定海洋重力场的基础(输入)

数据 。

2)对三类卫星海面测高轨线进行两两全组

合求解交叉点 ,垂线偏差均为交叉点上的计算值。

3)不作交叉点平差 ,由于经轨道改进的测高

数据残余径向轨道误差小于 10cm ,观测值的一次

差分可基本上消去地理相关径向轨道误差(约占

径向轨道误差的 50%)。

4)海洋大地水准面采用国际 80参考椭球以

及 T/P 轨道参考框架(IT RF93), ERS_2 的轨道

也属于 ITRF ,对 Geosat 数据应考虑引入参考基

准偏差改正。

5)采用 Molodensky 由垂线偏差反演大地水

准面高的公式计算海洋大地水准面 ,并用逆 Ven-

ing M einesz公式求得的重力异常与按 Stokes公

式求得的大地水准面作为一种内部检核;用船测

重力数据检核测高重力异常最后成果 ,作为一种

外部检核 。

2.2　我国海域大地水准面计算中的数学模型

2.2.1　测高垂线偏差的计算模型

测高垂线偏差计算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测

高点的位置和时间信息 ,用测高观测值的一次差

分计算测高剖面测点的数值导数。

大地水准面差距 N 沿升弧和降弧分别标以

Na 和Nd 对时间 t 的导数分别为
[ 17]
:

﹒N a =
 Na
 t

=
 N
 φ
﹒φa +

 N
 λ
﹒λa

﹒N d =
 Nd
 t =

 N
 φ﹒φd +

 N
 λ﹒λd

(4)

式中 , φ, λ分别为大地纬度和经度;﹒φ, ﹒λ分别为

卫星的地面轨迹在纬度和经度方向上的速率 ,当

卫星的轨道为(近)圆轨道时 ,有 ﹒φa =-﹒φd , ﹒λa =

﹒λd 。由上式得到大地水准面高在经度和纬度方向

上的导数为:

 N
 λ=

1
2﹒λ(﹒Na +﹒Nd)

 N
 φ
=

1
2|﹒φ|

(﹒Na -﹒Nd)
(5)

式中 , ﹒φ, ﹒λ, ﹒Na , ﹒Nd 的值可由测高剖面测点的时

间和位置信息得到。因此按上式可以计算
 N
 φ
和

 N
 λ
。根据这两个量按众所周知的公式[ 3 ,12 , 18]求

得垂线偏差的子午圈方向分量 ξ和卯酉圈方向

分量η。

2.2.2　逆 Vening_Meinesz公式计算重力异常的

卷积表达式

逆Vening_Meinesz 公式用于由测高垂线偏

差观测数据反解重力异常 ,是这次研究和实施海

洋重力计算的主要公式。逆 Vening_Meinesz 公

式[ 19]的一维卷积可以表达为[ 20] :

Δg(φi , λp)=
γ
4π 

σ

ξ(φi , λ)I Vξ(φi , φ, λp -λ)+

η(φi , λ)I Vη(φi , φ, λp -λ)dσ=

γ
4π∫

φ

ξ(φi , λ)cosφ· I Vξ(φi , φ, λp -λ)+

η(φi , λ)cosφ· IVη(φi , φ, λp -λ)dφ=

γ
4π
F
-1
1 ∫

φ

F1 ξ(φi , λ)cosφF 1 ·

I Vξ(φi , φ, λp -λ)+F1 η(φi , λ)cosφ·

F 1 I Vη(φi , φ, λp -λ) dφ (6)

式中 , Δg 是空间重力异常;σ是单位球面;F 1 和

F 1
-1分别是 FHT 正变换和逆变换算子[ 5 ,8] 。

I Vξ=cosα(3cscψ-cscψcsc
ψ
2
-tan

ψ
2
)

I Vη=sinα(3cscψ-cscψcsc
ψ
2
-tan

ψ
2
)
(7)

2.2.3　垂线偏差计算高程异常的卷积表达式

由测高垂线偏差数据计算大地水准面高的公

式是这次研究和实施计算我国海域大地水准面的

主要公式 。由垂线偏差计算(似)大地水准面高公

式[ 21]的一维卷积表达式可写为:

ζ(φi , λp)=-
Rγ
4π 

σ

ξ(φi , λ)IQξ(φi , φ, λp -λ)+

η(φi , λ)IQη(φi , φ, λp -λ)dσ=

-
Rγ
4π∫

φ

ξ(φi , λ)cosφ· IQξ(φi , φ, λp -λ)+

η(φi , λ)cosφ· IQη(φi , φ, λp -λ)dφ=

-
Rγ
4π
F
-1
1 ∫

φ

F1 ξ(φi , λ)cosφF 1 ·

IQξ(φi , φ, λp -λ)+F1 η(φi , λ)cosφ·

F 1 IQη(φi , φ, λp -λ) dφ (8)

式中 ,

IQξ= cosαcot
ψ
2 =　　　　

cosφp sinφ-sinφp cosφcos(λp -λ)
sinψ

· cot
ψ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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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η=sinαcot
ψ
2 =-

cosφsin(λp -λ)
sinψ ·cot

ψ
2

(10)

2.3　我国海域大地水准面计算成果的检测

2.3.1　卫星测高反演海洋重力异常的精度检测

在中国海域由 1500 GB的海量卫星测高数

据计算格网垂线偏差 ,然后反演重力异常 ,与近

60万个船测重力异常进行了比较和检核 ,其均方

差和标准差分别为±9.35μGal和±9.34μGal ,将

精确二维平面卷积公式的计算结果与一维严密卷

积公式计算结果作了比较 , 最大差值分别是

-1.7μGal和 1.8μGal。

2.3.2　卫星测高反演海洋大地水准面高精度估

计

为检验大地水准面计算的可靠性 ,利用反演

得到的重力异常按 Stokes公式计算大地水准面 ,

将这一计算结果与直接内插垂线偏差反演的大地

水准面作了比较 ,差值的标准差为±0.025m ,验

证了计算的正确性。

3　我国海域大地水准面与大陆大地
水准面拼接研究

　　大陆上用重力数据确定的大地水准面和海洋

上用测高数据确定的大地水准面 ,从理论上讲 ,如

果所采用的参考椭球相同(如 GRS80椭球),这两

者应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在陆海相接区域 ,这两

类大地水准面应该无缝拼合 ,即不存在拼合差。

但实际上这种理想情况是不存在的 ,因为这是用

两类不同的数据各自按不同原理 、不同设施 ,互相

独立确定的两个大地水准面 ,即使不考虑其间可

能存在的系统差 ,仅仅考虑两类数据的观测误差 ,

由此也必然产生拼合差 ,需要用适当的方法予以

消除或削弱。上面已经论述 ,该大陆重力大地水

准面还需经过 GPS 水准所构成的高程异常控制

网的调整 ,由此形成的大陆大地水准面与海洋测

高大地水准面产生拼接差的因素更多更复杂 ,目

前可以认识到的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由测高数据确定海域大地水准面时 ,很难

将海面地形从平均海面中分离出来 ,这样使得陆

海两个大地水准面的拼接引入附加的差异。此

外 ,近岸测高数据的不完整和误差较大 ,由此确定

的测高平均海面的可靠性较差 ,这更增加了由平

均海面分离出海面地形的难度 。目前已有的全球

海面地形模型用于近岸海域时 ,存在系统差的几

率都比较大。

2)沿海地区和近岸海域是计算大陆重力大

地水准面的边界区 ,在这些地区往往缺少完好的

重力测量数据 ,这将降低计算大陆沿海地区重力

大地水准面的精度。

3)大陆重力大地水准面计算的原理和方法与

确定测高大地水准的原理和方法有较大差别 ,在

理论上各自都有某些假定条件 ,实际计算中又作

了不同近似处理 。此外 ,和由 GPS 水准所构成的

高程控制网联合平差而形成的大陆水准面 ,也会

使两者的计算结果有系统差。

基于上述考虑和结合我国陆海交接处重力数

据存在空白区的实际 ,本文提出以下陆海大地水

准面的拼接方案。

3.1　我国陆海大地水准面拼接的原则

1)拼接后的我国海域大地水准面与大陆大

地水准面比较 ,两者的分辨率和精度要基本一致;

拼接后的我国海域大地水准面的残差(RMS)平

均值小于±0.3m ,以保证覆盖全中国国土的中国

新一代似大地水准面(CQG2000)具有 dm 级的精

度水平。

2)大陆大地水准面拼接后保持不变 ,利用卫

星测高数据将大陆大地水准面扩展到我国海域 ,

这是考虑到我国东部地区重力测量数据的密度和

精度较高 ,能削弱海洋测高重力数据系统误差的

影响 。

3)大地水准面的拼接应满足位理论的要求 ,

不损害大地水准面是等位面的性质 ,拼接拟合应

满足 Laplace方程 。

4)采用EGM96全球重力位模型作拼接的参

考重力场 ,用以控制两个大地水准面在中长波的

完好拼接 ,同时采用国际 1980参考椭球以便和国

际通用参考椭球接轨
[ 21 , 22]

。

3.2　我国陆海大地水准面拼接方案的研究

由于卫星测高数据反解的海洋重力数据及由

此确定的海洋测高大地水准面可能存在的系统差

目前还难以准确地模型化 ,因此 ,拼接方案应着重

考虑如何减弱和消除这些系统差对陆海拼接后的

大地水准面的影响。理想的方案应是将陆地实测

重力数据和海洋测高重力数据联合为一整体 ,例

如 ,形成统一的重力异常格网数据 ,按 Stokes公

式或 Molodensky 级数求解包括海洋在内的陆海

重力(似)大地水准面 ,再由 GPS 水准网所构成的

高程控制网作控制 ,对上述陆海重力(似)大地水

准面作拟合校正 ,以此作为陆海统一的(似)大地

水准面。这一方案将陆地实测重力和实测的

GPS水准在数据处理中给以较大的权 。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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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 ,这一方案可能起到了控制和削弱海洋测高

重力数据和相应海洋测高大地水准面可能存在的

系统误差的作用 。但是这种陆海重力和大地水准

面联合统一数据处理 ,数据量大 、系统误差计算模

型不完善 ,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按这一方案思路

进行过全球或局域的实际计算 。本文将探讨一种

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实际可行的方案
[ 20 ,21]

。

假设在拼接前已分别完成中国大陆大地水准

面和中国整个海域测高大地水准面的计算 ,然后

选取中国大陆的沿海大陆部分格网平均重力异常

和中国海域中与沿海大陆相邻海区的测高数据反

解的格网平均重力异常 , 将这两部分合在一起 ,

按Stokes公式解算 ,确定包括上述选定范围内的

陆海区域的局部重力大地水准面(以下简称陆海

局部重力大地水准面)。计算时可以取沿海大陆

部分范围与相邻海区的范围大体相等或略大一

些。然后将这已联合求定的陆海局部重力大地水

准面中的陆地部分与早已完成的大陆大地水准面

的相应重叠部分进行拟合 ,利用解得的拟合参数

对中国整个海域的重力大地水准面进行校正 ,而

保持原已完成的大陆大地水准面不变。此时陆地

重力数据对海洋测高重力数据有较强的“控制”作

用 ,对测高海洋大地水准面进行校正 ,以削弱海洋

测高(似)大地水准面的系统误差。

上述方案是将沿海部分的大陆格网重力异常

与海洋测高垂线偏差反演的格网重力异常用

S tokes公式一并计算 ,求得统一的陆海局部重力

大地水准面 ,理论上是严密可靠的。这一方案的

不足之处是中国陆海交接地区存在重力数据的空

白区 ,需用全球定位模型重力异常填补 ,因此最后

所得的海域大地水准面在短波尺度上的精度可能

较差。此外 ,由测高数据反演的海洋重力异常的

可能存在的系统性误差及实际精度也缺少外部

(实际)检验。这样的“拼接”可能影响陆地大地水

准面的精度 ,因此可将陆地已经推算的大地水准

面值不变 ,只对海洋测高大地水准面进行校正 。

3.3　我国陆海大地水准面拼接的数学模型

陆海局部重力大地水准面是由相应这一陆海

地区的重力异常格网数据按 Stokes 公式统一解

算 ,以实现陆地大地水准面向海洋的扩展 。采用

的数学模型与陆地按 Stokes计算大地水准面的

数学模型相同。其差别仅在于海洋重力异常不是

由重力仪实测所得 ,而是由测高垂线偏差反演间

接获得 。在按 Stokes 公式求得局部陆海重力大

地水准面后 ,应与原已计算完成的大陆大地水准

面的相应重叠部分进行拟合 ,利用解得的拟合参

数对海洋重力大地水准面进行校正 。所采用的拟

合模型经过试算比较 ,利用四次多项式将上述两

种大地水准面差异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 ,以消除

和减小两者存在的差异。

本文扩展法技术将陆地全部重力测量数据与

由卫星测高资料反演间接测定的海洋重力数据基

本作为一个整体 ,利用 S tokes公式或 Molodensky

级数联合确定陆海统一的局部重力(似)大地水准

面 ,再将国家 GPS 水准网已经确定的我国大陆

(似)大地水准面作控制 , 将上述陆海局部重力

(似)大地水准面拟合到我国大陆(似)大地水准面

上 ,并据此确定一个校正的陆海统一的(似)大地

水准面 ,此时测高海洋重力数据系统误差的影响

可获得最佳抑制效果 。因为在这一方案所确定的

(似)大地水准面计算过程中 ,实测数据(陆海重力

数据和GPS 水准数据)起到较大的控制作用。

4　结　语

1)利用我国较高分辨率的数字地面模型和

地面重力数据 ,在全球重力场模型 EGM96基础

上采用移去_恢复技术 , 计算我国大陆重力(似)

大地水准面。然后与 GPS 水准所构成的我国高

程异常控制网 HACN2000 拟合 ,得到大陆大地

(似)水准面 ,即我国新一代大地水准面 CQG2000

的陆地部分。

2)利用我国海域上的海量卫星测高数据 ,通

过计算垂线偏差反演我国海域大地水准面 ,以削

弱系统误差。利用实际的船测重力值检核该水准

面所对应的重力值 ,结果证实计算正确 。

3)用最小二乘法拟合上述陆海大地水准面 ,

最后得到我国新一代(似)大地水准面 CQG2000 。

4)积分计算均采用一维 FFT 或 FHT 严密

计算方案 。计算公式中顾及椭球改正或 G1项 。

5)经生产性实际检测 , CQG2000的高程异

常值达到了原设计的 dm 级精度。

6)CQG2000覆盖了我国全部国土 ,即包括

了我国的大陆和海洋(包括专属经济区)部分 。它

的分辨率在我国东部地区为 15′×15′,西部地区

为 20′×20′。因此在精度和分辨率方面都比我国

现行大地水准面CQG1980提高一个数量级。

致谢:感谢参与此项目研究工作的郭春喜 、章

磊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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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Chinese Geoid with High Resolution and High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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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using high resolution DTM , g lobal gravity model and surface g ravity data Chinese

g ravity geoid is determined at fi rst ,which then is merged into Chinese GPS leveling netw ork to

obtain a Chinese mainland geoid.The Chinese ocean geoid i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deflection of

the vert icals , which are derived w ith the satellite altimeter (Sa)data.Finally the new Chinese

geoid is obtain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mainland and ocean geoids w ith extending merge tech_

nique .There are three steps for the combination .Firstly a local coastal district including coastal

(下转第 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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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del is similar in fo rm to the cylindrical equidistant projection , but they dif fer from

each other in essence.The first one is the plane view of the geodetic coordinate sy stem' s horizontal

pro jection , and it provides the exact 2D geometry measurement space on the global earth surface.

The view system and the measurement space are separate in the model ,but the lat ter is the plane

view and the plane measurement system.

Finally ,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DRG system based on this model.

Key words:digi tal earth;large_scale GIS;map pro jection;spat ial mathematic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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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and sallow sea is selected.A local gravi ty geoid of the dist rict is computed w ith all the mean

g irded g ravity values in the district.Secondly the land part of the local g ravity geoid is f itted to

Chinese mainland geoid with some f it_parameters , and the lat ter keeps in variation during the fit-

ting .Thirdly the Chinese ocean geoid is merged into Chinese mainland geoid w ith the above fit_pa-

rameters.So a new Chinese quasi geoid(CQG2000)covering whole China land and sea territory is

obtained wi th 15′×15′resolution and dm accuracy .CQG2000 has been examined by 80 GPS lev-

eling points of the Chinese crustal movement monitoring netwo rk.The examining results demon-

st rate that the accuracy of the new quasi geoid is reliable , i.e.the absolute accuracy of the

CQG2000 is higher than ±0.3 m in the east of longi tude E102°, ±0.4 m in the west of E102°

and no rth of latitude N36°, ±(0.4 ～ 0.6)m in the west of E102°and south of latitude N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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