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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导了重力布点公式 , 应用全国重力点检验了原有代表误差系数的可靠性 ,估计了我国目前和将来

5′×5′平均高的精度 ,阐述了陆地重力测量布点系统的建立方法和应用方法 , 给出了我国陆地重力点补测方

案 ,应用它即可确定我国陆地每个 5′×5′内应补测的重力点数及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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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陆地重力测量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 ,

现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实测了几十万个重

力点 ,初步满足了国家建设中某些方面的应用需

要。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 ,总体来说还存在着分布

极不均匀 、结构不良和数量不足的问题 。因此 ,研

究我国均匀重力测量的补点问题 ,即设计每个 5′

×5′网格内需要补测的重力点数及其分布 ,建立

陆地重力测量布点系统等具有重要意义 。

1 　布点公式

只有在某一个 5′×5′网格内实测几个重力点 ,

才能使其平均空间重力异常中误差小于某个已确

定的精度指标(如±3mGal 、±5mGal等)。显然 ,需

要找到网格内的点数与其平均重力异常中误差之

间的关系。因此 ,为不失一般性 ,根据平均重力异

常的定义[ 1 ～ 4] ,可设某方形网格的面积为 A ,再将

它等分成 n 个小方格 ,则每个小方格的面积即为

A/ n ,边长为 s= A/ n 。如果在每个小方格中都

任意测定了一个重力点 ,并用该点的重力异常值代

表小方格的平均重力异常值 ,则根据代表误差的定

义
[ 3 , 4]

,由此产生的中误差就是小方格的代表误差 ,

用 m 表示。关于代表误差 ,在文献[ 3 ,5]中根据我

国实际情况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认为对边长 s≤

50km的网格可以应用亨特经验公式估算 m 值(这

一结论虽与文献[ 4]中有所不同 ,但它注意到了有

关的不同情况 ,并在确定 c 值时进行了考虑)。因

此有:

m =c( x + y)=2c s =

2c(
4
A/ n)　(x = y) (1)

式中 , c 为网格所属地形类别的空间重力异常代

表误差系数 ,是规范中规定的已知值 。若将面积

为 A 的网格内 n 个点的重力异常值取中数作为

网格的平均空间重力异常 ,则按照误差传播定律

可得到该网格平均空间重力异常中误差 M 为:

M =
m

n
(2)

把式(1)代入到式(2)得:

M =2c
4

A/ n3 (3)

式(3)就是面积为 A 的网格内较均匀测定了 n 个

重力点 ,并用这 n 个点的空间异常平均值代替该

网格平均空间异常值时所产生的中误差 M 的计算

公式。由于这里所求值是 n ,故式(3)可改写为:

n =
3

A
2c
M

4

(4)

式中 , A 可由网格边长算出;M 是事先确定的精

度指标 。这样根据式(4)即可求出网格内应测定

的重力点数 n 。 　　　　3 　A
3

然而 ,山区的布格异常要比空间异常变化平

缓 ,若采用间接内插法[ 1 ～ 4 ,6] (或称移去_恢复法),

即利用网格内各重力点布格重力异常 Δg布和由地

形图获得的平均地形高程  H 计算网格的平均空间

重力异常Δg空 ,则可明显地提高Δg空的计算精度。

在确定的精度条件下 ,就能够实现减少实测重力点

数的目标 ,即利用关系式:

　　　Δg空=Δg布 +0 .111 6 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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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Δg布是相应网格平均布格重力异常 ,计算时

要用到重力点高程 h点。根据误差传播定律和代

表误差概念 ,加之  H 和 h点 是相互独立的 ,即可

推出相应于式(5)的精度估计公式为:

mΔg
空

= m
2
Δg
布

+(0.111 6m H)2 (6)

又由于 mΔg
空
是已知的 ,所求量是 mΔg

布
,故上式

可改写为:

mΔg
布

= m
2
Δg
空

-(0.111 6m H)2 (7)

式中 , m H为平均地形高程中误差 ,也是事先确定

的精度指标;mΔg
布
为平均布格重力异常中误差 ,

若把它看成是式(4)中的 M ,则类似于式(4)即可

得到平均布格重力异常中误差 mΔg
布
与应测点数

n 的关系式为:

n =

3

A
2c
布

mΔg
布

4

(8)

式中 , c布 为网格所属地形类别布格重力异常代表

误差系数 ,也是规范中规定的已知值;mΔg
布
可通

过式(7)由已知的 mΔg
空
和 m H算出;面积 A 也是

已知的。因此 ,利用式(8)即可计算点数 n ,并实

现重力测量布点 。

2 　代表误差系数的检验

从式(4)和式(8)中看出 ,空间重力异常代表

误差系数 c 和布格重力异常代表误差系数在重力

测量布点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关于它们的采用值

在文献[ 3 , 5]及重力测量规范中已有了明确的规

定。但是 ,为了检验现有数据与规定系数的适应

程度 ,利用现有实测重力点数据和地形高程数据

进行一些新尝试 ,笔者采用了以下方法计算并统

计了各类地形的代表误差系数 。

代表误差是以某一个网格内任一个点的重力

异常值代表网格的平均重力异常值所产生的中误

差。若用 mΔg
布
表示网格平均布格重力异常代表

误差 ,则根据误差理论有计算公式:

mΔg
布

=±
∑
n

i =1

Δg
i
布 -Δg布

2

n -1
(9)

式中 , n 为网格内实测重力点数;Δgi布为网格内第 i

个重力点的布格重力异常;Δg布为网格内 n 个重

力点布格重力异常算数中数 。若将式中的布格重

力异常替换为空间重力异常或地形结点高程 ,即得

到相应网格的平均空间重力异常或平均地形高程

的代表误差计算公式。由式中可看出 ,只有当网格

内重力点数 n 较大时算出的代表误差值才可靠 。

因此 ,具体做法是:仅对具有 4个以上重力点

的 5′×5′网格按式(9)计算布格重力异常代表误

差和空间重力异常代表误差;按地形类别计算

5′×5′代表误差平均值;根据亨特经验公式计算

代表误差系数 ,即

c =
m

2 s
=

m

2 9
=

m
6 (10)

式中 , m 为计算的 5′×5′代表误差平均值 。依此

即可分别得到 5′×5′空间异常代表误差系数 c 和

5′×5′布格异常代表误差系数 c
布 ,表 1和表 2即

是根据对它们的计算结果统计出来的。

从表1 、表2中的数据看出 ,现行规范中规定

表 1　5′×5′空间重力异常代表误差系数统计结果/mGal

Tab.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Coefficients of Representation Er ro r fo r Spatial Gravity Abnormal within 5′×5′Area/mGal

　　　地形类别 平原 丘陵 小山 中山 大山 特大山

参加计算 5′网格个数 10 924 7 398 3 066 1 676 552 351

5′代表误差平均值 3.1 5.2 8.0 11.6 18.5 26.2

新算代表误差系数 0.5 0.9 1.3 1.9 3.1 4.4

规定代表误差系数 0.5 0.8 1.4 2.3 3.5 5.0

新系数减规定值结果 0 0.1 -0.1 -0.4 -0.4 -0.6

注:参加新代表误差系数计算的4 点以上5′网格总数为 23 967个。

表 2　5′×5′布格重力异常代表误差系数统计结果/mGal

Tab .2　Statistical Results of Coefficients of Representa tion Error for Bouguer G ravity Abno rmal w ithin 5′×5′Area/ mGal

　　　地形类别 平原 丘陵 小山 中山 大山 特大山

参加计算 5′网格个数 10420 7388 3066 1676 552 351

5′代表误差平均值 2.6 2.8 2.9 3.3 3.8 4.3

新算代表误差系数 0.4 0.5 0.5 0.6 0.6 0.7

规定代表误差系数 0.5 0.7 0.8 1.0 1.3 1.6

新系数减规定值结果 -0.1 -0.2 -0.3 -0.4 -0.7 -0.9

注:参加新代表误差系数计算的4 点以上5′网格总数为 23 45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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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力异常代表误差系数与笔者计算的结果在平

原 、丘陵和小山区中的吻合情况较好 ,这既说明这

些地区的重力点分布较好 ,也说明在该地区规定

的代表误差系数是可靠的 。而在中山 、大山 、特大

山地区有一定的偏差 ,这说明随着地形起伏的增

大 ,重力点在网格内的水平分布和高程分布都越

来越不均匀。实际情况正好也是山区的重力点均

匀性差 ,越是地形复杂的地区 ,山顶和山腰处测定

的重力点越少。另外 ,表 2中数据还显示 ,新算代

表误差系数在不同地形类别地区的差别不大;规

定值与本次计算值之差除有随高差增大而增大的

情况外 ,差值的量级也普遍大于表 1所示值 。出

现这种情况除上述重力点不均匀外 ,还有布格重

力异常在山区的变化比较平缓 ,与高程的相关性

小 ,与地质密度的变化有较大关系 ,相同地形类别

的不同地区 ,往往布格重力异常代表误差系数有

较大的差异等 。此外 ,亨特经验公式用于小网格

的计算往往使结果偏小也是原因之一。由于这些

因素在本文计算数据里均没有考虑 ,而规定的代

表误差系数是根据理论和实际情况全面考虑确定

的。因此 ,说明规定的代表误差系数是可靠的 ,应

该继续采用。

3 　关于平均地形高程的精度

3.1　目前 5′×5′平均高的精度

目前 ,在重力场数据处理中采用的平均地形高

程相当一部分是由 1km ×1km 地形结点高程计算

的。由该结点高程的生产过程可知 ,其误差源有两

个方面:①由网格内若干点的高程求取平均值 ,并

用该值代替网格平均地形高程时所产生的误差 ,即

代表误差 ,用 m 1 表示;②读取一点高程值的读图

误差 ,它包括地形图成图误差和读图误差 ,用 m 2

表示。因此 ,网格平均地形高程的总误差 m 为:

m =± m
2
1 +m

2
2 (11)

　　关于 m 2 ,根据 1∶5万地形图精度情况有:

m 2 =± 1 .5
2

+2.4
2

+10
2

+10
2

=±14.4m

(12)

对于 m 1 来说 ,根据代表误差的定义 ,即以某一个

网格内任一个点的高程值代表网格的平均高程值

所产生的中误差。类似于式(9),它有以下的计算

公式:

m 1 =±
∑
n′

i =1
(Hi - H)2

n′-1
(13)

式中 , H 为结点高程;n′为网格内高程点总数。

对于任意点而言 ,若视 m1 、m 2均为偶然误差 ,

则用网格内 n′个点高程平均值代表网格平均地形高

程产生的误差(即网格平均高中误差 m H)为:

m H =
m

2
1 +m

2
2

n′
=

m
2
1 +14.42

n′
(14)

　　根据上述分析 ,以 1km ×1km 地形结点高程

数据为例 ,笔者做了以下工作:计算了每个 5′×5′

网格的最大高差;按照式(13)计算了它们的代表

误差;根据地形类别(最大高差)统计了代表误差;

计算了不同地形类别代表误差平均值 ,并把它作

为式(14)中的 m 1 ;最后按式(14)(n′=81)计算

了不同地形类别地区 5′×5′平均地形高程的中误

差。结果见表 3。

表 3 　由 1km ×km 点高计算 5′×5′平均高精度估计/ m

Tab.3 　Precision Estimation of 5′×5′Mean Height Calculated from 1km ×1km Grid_point Heights/m

　　　地形类别 平原 丘陵 小山 中山 大山 特大山

5′×5′网格个数/万 3.8 3.3 2.2 2.1 1.3 1.6

所占百分比/ % 26.6 23.0 15.3 14.7 9.3 11.1

代表误差平均值 m 1 8 45 92 152 225 387

平均高中误差 m H 1.8 5.2 10.3 17.0 25.1 43.0

注:参加计算的 5′×5′网格总数为 14 .3 万个。

　　从表 3中的数据看出 ,由 1km ×1km 结点高

程计算的 5′×5′平均地形高程只有在平原和丘陵

地区达到了±10m 的精度要求 ,而在山区均达不

到±10m 的精度要求 ,占 50%。因此 ,急需精化

我国的地形高程数据 。

3.2　今后 5′×5′平均高的精度估计

我国的 1∶5万地图数据库不久将建成。依此

获得的 5′×5′平均高的精度 ,据估计 ,在山区将优

于±3m ,这是因为地图数据库中的数据分辨率将

达到 50m ×50m 。因此 ,若将式(14)中的高程代

表误差 m 1用大山区最大高差的 1/3代替(即 m 1

=1 100/3 =367), 5′×5′网格内高程点数 n′≈

150×150=22 500个 , m 2 仍取 14.4m ,则可估计

5′×5′平均高的精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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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H =
m

2
1 +m

2
2

n′
= 367

2
+14 .4

2

22 500
=2.4m

(15)

　　因此 ,我国将来的 5′×5′平均地形高程中误

差完全能够达到小于±10m 的精度指标。但是研

究表明 ,当网格平均高中误差 m H小于±10m 时 ,

对布点数量几乎不产生影响 ,并不是 m H越小布

点越少;当±10m ≤m H ≤±20m 时 ,布点数量有

明显增加趋势;当 m H大于±20m 后 ,布点数量急

剧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各种网格平均地形高

程中误差小于±10m 的原因 。

4 　“陆地重力测量布点系统”的建立
及应用

4.1　系统的建立

1)以百万图幅为单元 ,计算 5′×5′网格内的

最大高差及地形平均高;构制 5′×5′已有重力点

数分布图(称点数图)、最大高差分布图(称高差

图)及地形平均高程分布图(称高程图)。

2)确定全国均匀重力测量布点方案(称布点

方案)。利用式(7)、(8)及代表误差系数 c
布

(见表

2中的规定值), mΔg
布

= ±3mGal 和 ±5mGal ,

m H =±10m和±20m , A =81km
2

,计算各种地形

类别和不同精度下 5′×5′网格内应保证的重力点

数 ,即建立表 4。表中值得注意的是 ,若降低平均

地形高程精度要增加许多重力点。

　　3)确定重力点补测方案(称补点方案)。根

据构制 5′×5′的点数图 、高差图和布点方案 ,计算

每个 5′×5′网格内需要补测的重力点数 ,并以百

万图幅为单元 ,构制相应的补测重力点数分布图。

4)建立数据库 ,设计相关计算机软件 ,确保

能够随时查询相关信息。

4.2　系统的应用

方法步骤为:确定实施重力测量的区域及对

测量成果的精度要求;收集实测地区有关单位已

表 4 　不同精度和地形条件下 5′×5′内应保证的重力点数

Tab .4 　Gravity Points Number Guarante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t P recision and Topog raphy within 5′×5′Area

要求点数地类
m Δg ≤±3mGal
mH ≤±10m

m Δg ≤±5mGal
m H ≤±10m

m Δg ≤±5mGal
mH ≤±20m

m Δg ≤±3mGal
m H ≤±20m

平　原 1.1(1) 0.5(1) 0.6(1) 1.7(2)

丘　陵 2.1(2) 1.0(1) 1.1(1) 3.2(3)

小　山 2.1(2) 1.0(1) 1.1(1) 3.2(4)

中　山 2.8(3) 1.3(2) 1.5(2) 4.3(4)

大　山 4.0(4) 1.9(2) 2.1(2) 6.1(6)

特大山 5.2(5) 2.5(3) 2.8(3) 8.1(8)

有的重力点 ,并合入点数图;根据从地形图上读取

的 5′×5′最大高差 ,检核并确定 5′×5′最大高差 ,

对数值与高差图相差较大的以新读高差为准;根

据补点方案确定应补测的重力点数;根据展在地

形图上的原有点和均匀性原则初定应补测点的位

置;以原有点加上新补点的高程平均值与高程图

中的数值尽量接近为原则 ,确定补测重力点的具

体位置;最后 ,绘制补测重力点设计图。

4.3　系统的测试

给定一个测试区域 ,以平均空间重力异常中

误差 mΔg
空

≤±3mGal ,平均地形高程中误差 m H

≤±10m 为条件 ,以统计并分析该区域需要补测

的重力点数及其在不同地形类别地区的分布为目

的 ,笔者对“陆地重力测量布点系统”进行了测试 ,

其部分结果见表 5。由表 5可见 ,该系统不仅功

能强大 ,而且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

5 　结　论

1)我国陆地重力测量虽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

仍不能满足大地测量等方面的需要 ,亟需补测。

2)现行规范中规定的代表误差系数经检验 ,

可继续采用。

3)由 1km ×1km 结点高程计算的 5′×5′平

均高 ,其中误差在山区均大于±10m的要求;将来

由地图数据库地形数据计算 5′×5′平均高 ,在山

区的精度将优于±3m 。

4)陆地重力测量布点系统的建立方法是正

确的 ,它的建立可为布点设计和决策咨询等提供

快速保障 。

5)利用本文中给出的重力点补测方案 ,能够

确定每个 5′×5′内应补测的重力点数 。可供今后

补测工作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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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给定区域 5′×5′应补测重力点数及分布

Tab .5 　Gravity Point Number to be Supplemented and Its Distribution in a Given Area

应补点数 平 原 丘 陵 小山 中 山 大 山 特大山

补 0点 5′ 2.9万网格 1.6万网格 0.8万网格 0.4万网格 0.1万网格 300网格

补 1点 5′ 1万 0.6万 0.4万 0.2万 700 300网格

补 2点 5′ 1.3万 1万 0.4万 1 000 500网格

补 3点 5′ 1.1万 1 700 700网格

补 4点 5′ 0.9万 1 600 网格

补 5点 5′ 1.2万网格

∑补点数 1.0万点 3.2万点 2.4万点 4.3万点 4.4万点 7.0万点

总需补点数:22 .3万个;总不补 5′网格数:5.8万个;总需补5′网格数:8.8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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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Gravity Survey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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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i' an Tech nical Divis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 36 Xiying Road , Xi' an , China , 710054)

Abstract:In the first section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o rmula for arranging gravity points .It is the

relational expression between mean square error of mean spatial(Bouguer)g ravity abno rmal and

g ravity point number which can be used to calculate the gravity point number w hich should be

guaranteed w ithin the grid .In the second section , 1)this paper offers the methods and steps of

calculating the coefficients of representation error referring to the defini tion of representation error

and relevant formula due to i ts important role in arranging points design of g ravi ty surveying ;2)

using possessed g ravitational and topographical data , the autho rs calculates the coef ficients of rep-

resentation error in the regions that have different topog raphical classif ications ;3)the paper list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coeff icients of representation erro r of spatial (Bouguer)gravity abnor-

mal within area covering dif ferent topog raphical classifications ;4)the authors checks the coeff i-

cients of representation error of our country' s current specification , and analyzes the statistical da-

ta.The result show s that these coef ficients are reliable and should be used continually .In the third

section , 1)since the Mean Square Error of mean topographical heigh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

this paper studies and of fers i ts estimating methods and steps ;2)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Mean

Square Error of mean topographical height within area gained from g rid_point heights all over the

country , and lists relevant data acco rding to dif ferent topog raphical classifications , 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alculated Mean Square Error can not conform to the standardless than ±1 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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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fi rst , this paper int roduces present ing knowledge based on semantic netw ork , and

transfers expression know ledge of SNetL into the form of predication logic for inference .This pa-

per discusses the method of interactive input ting know ledge and designs the middle model for

g aining some information.Acco rding to describing mechanism of SNetL , the authors conf irm the

w ay of directing a user to w rite his needs , and study some rules and alg orithm using for t ransfer-

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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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ountains area and needs to be further refined;3)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cision of the topo-

g raphical data of the map database , 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Mean Square Error calculated from

mean height wi thin area gained from topog raphical data of future map database ,w ill reach ±3 m

in mountains area.In the last section ,1)this paper studies and states the methods and steps of es-

tablishing “ land gravity surveying system fo r arranging the gravity points” ;2)the paper of fers the

prog ram of arranging points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in mean gravity

surveying of our country ;3)this paper of fers the methods and steps of applying “ land gravity sur-

vey ing system for arranging the gravity points” , from which w e know that the sy stem possesses

practical v alue;4)of fers the concrete methods and steps defining the g ravi ty points w hich should

be supplemented wi thin each area all over the country , by which we define the g ravity points num-

ber w hich should be supplemented within each area;(5)this paper lists the test results of “ land

g ravity surveying system for arranging the gravity points” which show s that the system possesses

abundant contents and pow erful funct ion , and can offer reliable guarantee for arranging points de-

sign and decision_making inquiry , etc.

Key words:mean g ravity surveying ;formula for arranging gravity points ;coefficients of represen-

tation erro r;mean square error of mean height ;sy stem for arranging gravity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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