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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世界发展动态　致力地球重力场研究

宁津生1

(1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比较系统、扼要地叙述了笔者所在单位 40 余年来坚持跟踪世界发展动态 , 致力于地球重力场理论和方

法的研究 ,并从教学和生产需要出发 , 在地球重力场研究方面所获得的一些有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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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测量学乃至测绘学是对地球进行测量和

描述的学科。地球重力场的研究始终是大地测量

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也是现代大地测量发展中最

活跃的领域之一 。更因为地球重力场是地球的一

个物理特性 ,它可以反映地球内部物质分布 、运动

和变化状态 ,并制约地球本身及其邻近空间的一切

物理事件 ,因此研究地球重力场也是地球科学的一

项基础性任务。地球重力场在传统大地测量中的

任务是将在物理空间(即地球重力场中)的各类大

地测量观测数据通过地球重力场参数转化到几何

空间(即参考椭球体上),便于进行大地位置的数学

计算。因此 ,地球重力场的观测数据和各种参数对

地面大地测量的定位是起辅助作用的。而现代大

地测量是以空间技术手段(如GPS)进行三维地心

坐标的定位 ,这种定位方式无需由物理空间向几何

空间的转换 ,此时研究地球重力场是为了定位卫星

的精密定轨 ,它的精度决定卫星大地测量定位的精

度。因为后者需要精细地球重力场的支持 ,因此地

球重力场对卫星大地测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由

此可见 ,无论是传统大地测量 ,还是现代大地测量 ,

地球重力场在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尤其是在

以基础地学研究为主的现代大地测量整体框架中 ,

研究地球重力场的物理大地测量学和空间大地测

量学将相互紧密结合组成大地测量学科的支柱 ,共

同主导学科的发展。基于这样的原因 ,从 1956年

原武汉测绘学院的大地测量系到今天的武汉大学

测绘学院 ,从事地球重力场研究的教师们始终密切

关注国内外发展动态 ,坚持对地球重力场的研究 ,

并在教学中不断充实和更新大地测量专业的主要

专业课之一———物理大地测量学(原称大地重力

学)的内容。

1　从斯托克司理论到莫洛坚斯基理
论

　　我们的研究是从实践开始的 。1957 年参与

了当时国家测绘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57国家

重力基本网”的工作 ,接着在 1958年学校聘请了

原苏联莫斯科测绘学院的布洛瓦尔(V .V.

Brovar)教授前来系统而全面地讲授莫洛坚斯基

(M .S .Molodensky)真地球形状理论。从此 ,我国

的地球重力场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就从斯托克司

理论框架全盘转化到莫洛坚斯基理论框架。例

如 ,在建立全国天文大地网中将旧的三角测量处

理中需二次归算的展开法过渡到仅需一次归算的

投影法;推求大地高由原来采用大地水准面差距

转变为采用高程异常(即似大地水准面概念),其

中引进了天文重力水准方法;高程系统则由原来

的正高转变成正常高等等 。这一切都是基于莫洛

坚斯基理论所确定的地球自然表面形状 ,其理论

是严密的 ,相对地说克服了斯托克司理论中由于

重力归算等引进的非真实性假设而引起的大地水

准面不确定性的理论缺陷 ,从理论上说可以提高

大地测量确定地球形状和地球重力场以及定位的

精度。随后 ,国家测绘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国

家天文大地网(即80坐标系),并在全国布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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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重力水准网 ,以满足建立国家天文大地网中归

算大地测量观测数据的需要。为了这种需要 ,同

时也为了教学的需要 ,我们对莫洛坚斯基理论及

其天文重力水准的理论 、方法和精度进行了更深

入的理解和研究 ,特别是对由布洛瓦尔为我国设

计的天文重力水准和相应的加密重力测量的布设

方案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修改和完善的

意见 ,研究了天文重力水准对重力资料的精度要

求 ,其中包括对莫洛坚斯基和方俊两个天文重力

水准计算模板进行了比较 ,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

上对天文重力水准方法进行了较全面的试验 。这

些研究成果部分地被收入我国修订的《天文重力

水准测量细则》 ,为我国开展天文重力水准测量工

作提供了某些理论依据和标准 。至 70年代初 ,为

了确定我国大地原点的地心坐标及参考椭球定

位 ,我们承担了当时国家测绘总局的测绘科技项

目 ,对应用重力资料推求高程异常和垂线偏差的

精度进行了估计和分析 ,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和计

算原则。

2　从确定论的解析法到随机论的统
计法

　　无论是斯托克司理论 ,还是莫洛坚斯基理论都

属于确定论的解析法的范畴 ,而近 20多年来 ,地球

重力场的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活跃 。最小二乘平差

在大地测量以及整个测绘学科中用于数据处理 ,是

每个测绘工作者非常熟悉的事。最小二乘法开始

在地球重力场研究中只是用于重力异常的内插和

推估 ,之后经过对最小二乘平差和最小二乘推估之

间内在关系的研究 ,丹麦的克拉鲁普(T .Krarup)发

现了最小二乘推估法就是具有核函数的希尔伯特

空间中的最小二乘平差法 ,从而弄清了这种关系的

数学结构 ,因而他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广义的最小二

乘理论 ,即最小二乘配置法 ,并用于估算地球重力

场的任一参数。这就形成了地球重力场研究的统

计理论框架 。这种理论被引进到我国后 ,我们即着

手开展确定相对大地水准面的最小二乘配置理论

和方法的研究。随后在 80年代初学校先后邀请了

丹麦的希尔宁(C.C.Tscherning)教授和奥地利的莫

里兹(H.Moritz)教授前来学校系统地讲授地球重

力场研究中的最小二乘配置理论和高等物理大地

测量 。由于这种方法是一种依据随机论的统计方

法 ,它相对于依据确定论的解析法来说 ,其最大优

点是能综合利用地球重力场中的各类观测数据 ,按

照最佳频谱匹配去逼近地球重力场;观测量和计算

量两者可以是完全不同类的量;它能给出按可供利

用的数据所能得到的最优解 ,并且所得到的信号场

(地球重力场参数)能与已知数据保持场结构的一

致性 ,同时在确定重力场的数据处理中能估计观测

误差。我们对以上这些问题都作了较系统的研究 ,

其中包括相对大地水准面的计算公式 ,基本协方差

函数 ,协方差传播定律和封闭协方差函数表达式以

及局部经验协方差等 ,同时进行了试验计算 ,估计

了结果的精度 ,并将研究结果用于教学 、科研和生

产中去。

与最小二乘配置理论有关的是 1971年克拉鲁

普提出的整体大地测量概念 。它的主要特点是将

各类大地测量观测量表达为几何相依量和重力位

的非线性泛函 ,经线性化后成为包含几何参数和重

力场信号的观测方程 ,并进行整体解算。自 1987

年以来 ,我们对这一新领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

做了以下研究工作:①提出了三种新的整体大地测

量确定性参数模型 ,即重力异常 B样条拟合模型 ,

超定边值问题的样条函数解和点质量模型;②研究

了整体大地测量的误差分析方法 ,应用影响率和增

益影响率定量地分析了各类观测量对整体解的影

响 ,应用方差分量估计探讨了整体大地测量随机模

型的确定问题;③根据确定性参数模型研制了整体

大地测量软件 CH_OPERA ,并且建立一个高精度的

大地测量试验网供试验计算和分析用。我们所研

究的确定性参数模型与配置法一样是整体大地测

量的严密方法 ,可以有效地应用于 GPS 、重力和水

准测量的联合处理以确定地球重力场的精细结构 ,

并可用于解算物理大地测量的超定边值问题以及

地球动力学等课题的研究。

3　从地面资料研究地球重力场到卫
星重力学

　　自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 1 号

(Sputnik_1)于1957年 10月 4日发射成功以来 ,它

为测绘学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在这以前研

究地球重力场都只限于地面的天文 、大地和重力测

量资料的应用 ,而人造地球卫星可当成地球重力场

的探测器或传感器 ,对卫星的观测并获取与地球重

力场有关的观测数据已成为研究地球重力场的新

的重要手段 ,因而形成卫星重力学。

传统的地面重力测量技术 ,由于其耗时多 、劳

动强度大 ,并有许多难以到达的地区 ,致使重力测

量的地面覆盖率和分辨率受到极大的限制 ,而卫星

重力探测技术则是为解决全球高覆盖率和高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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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重力测量开辟了新的有效途径 。卫星重力探测

技术主要有:地面跟踪观测卫星轨道摄动 、卫星测

高 、卫星跟踪卫星和卫星重力梯度测量 ,其中我们

对卫星测高和卫星重力梯度测量确定地球重力场

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并在某些方面有

自己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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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了 Sandwell方

法的平面近似公式;提出了利用逆维宁·曼尼兹公

式恢复重力异常的新思想 ,并导出了利用 FFT/

FHT 技术计算维宁·曼尼兹公式的完整严密卷积

表达式。卫星测高数据可以直接用于研究海洋大

地水准面的形状 ,同时还可以依据大地水准面高和

重力异常之间的关系反演海洋区域的重力异常 ,其

精度取决于海洋测高数据本身的精度 ,因此针对测

高卫星轨道及地面轨迹所独有的特点 ,较系统地研

究了卫星测高数据处理的理论和方法 ,内容涵盖了

测高卫星径向轨道误差的时域特征分析和空域特

征分析 、共线轨迹与交叉点分布等的谱特征和整体

求解法的研究等 ,获得了若干有参考价值的甚至尚

未有人探讨过的结果。对于卫星重力梯度测量技

术 ,主要对卫星重力梯度边值问题进行研究。这种

卫星重力探测技术旨在利用这一新的信息源改善

中波段地球重力场。为此我们着重研究了利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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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定性问题;依据

超定边值问题的准解理论获得卫星重力梯度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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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 ,利用希

尔伯特空间的函数展开理论和 Sobolev 空间的算子

理论 ,深入研究了一种卫星重力梯度张量的球谐分

析和综合方法 ,并且导出了求解扰动位球谐系数的

简便易算的实用数学模型 ,论证了其适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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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当前正在发展的新一代卫

星重力探测计划 CHAMP(高_低卫星跟踪卫星模

式),GRACE(高_低和低_低卫星跟踪卫星模式),

GOCE(高_低卫星跟踪卫星和卫星重力梯度测量模

式),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和跟踪它们在确定地球重

力场方面的有关理论 、技术和方法及其数据处理等

方面的研究进展。

4　从地球重力场模型到大地水准面

当前确定地球重力场的理论可以归结为地球

重力场模型的理论及其位系数计算与大地水准面

的确定及其精化。

早在1984年 ,当国外的 Rapp和 GEM_10C 两

个地球重力模型出现并被引进我国时 ,我们就用其

位系数推算重力场参数的方法和它们对我国局部

重力场的适应情况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发现它们并

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局部重力场的情况 ,尤其是它

们并不因顾及了高阶项而提高推算地球重力场参

数的精度。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国外的这

些模型在推算位系数时未能顾及我国局部重力场

的数据 ,因此从 1987年始 ,我们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支持下开始利用我国局部重力场的观测数据

研制适应我国情况的地球重力场模型 。在 1989年

发表了我们研制的第一个高阶模型WDM89(180

完全阶次),模型的联合平差采用 GEM_T1模型作

为先验位系数 ,高阶系数用最小二乘配置法求得。

在研制中作了如下几点改进:①在条件方程中将待

定位系数作了独特的排序 ,使法方程矩阵成为一个

分块对角矩阵 ,简化了矩阵的求逆计算 ,减少了联

合平差的计算工作量;②采用严密平差方法 ,摒弃

了通常的近似平差法 ,提高了模型的精度;③在

Legendre函数积分中用向后递推法避免误差向高

阶积累 ,同时对位系数计算的积分公式采用了 FFT

算法。在求解高阶位系数的最小二乘配置法中为

了组成和解算 64 800阶的法方程矩阵 ,充分利用

等间隔格网数据的全球分布及球谐函数的正交性 ,

简化了计算公式和矩阵结构 ,使其成为一个分块

Toepliz 循环矩阵 ,大大压缩了存储量 ,使得在当时

的计算机条件下这样高阶逆矩阵的计算得以实现。

对该模型所作的多种检验表明 ,与国外同阶次模型

相比 ,表达我国重力场的精度有较大改善。1992

年在国家测绘局测绘科技发展基金支持下又以

OSU91模型为基础利用剪接法结合中国陆地 30′

×30′空间重力异常研制了WDM92CH 模型(360

完全阶次),在此模型基础上继续进行改善 ,于1994

年正式发表了更高阶次的WDM94模型(360完全

阶次)。在计算模型时顾及正常重力二阶垂直梯度

影响 、大气改正以及三项椭球改正的重力异常 ,先

进行椭球谐调和展开 ,再利用椭球谐和球谐展开的

转换关系转化为球谐系数 ,位系数按广义最小二乘

法将地面数据与低阶卫星重力模型联合求解。外

部检核结果表明 ,该模型在表达中国境内重力场方

面优于当时先进的 OSU91模型 ,它的高频部分在

反映我国局部重力场方面确有明显改善的效果。

我国的地质学家多次应用该模型分阶窗研究我国

大地构造 ,获得多项新成果 ,也证实比国外模型(如

473第 6 期　　　　　　　　　　　宁津生:跟踪世界发展动态　致力地球重力场研究　　　　　　　　　　　　　　



OSU91)更适合于解释我国的大地构造。由

WDM94模型计算的大地水准面高和重力异常为

华南地区壳幔结构及地球动力学背景 、青藏高原壳

幔结构和深部构造特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数据 ,它不同阶窗计算结果的解释与地质解释具有

相同的结论 。

以上模型系列仍属全球重力场模型。此外 ,我

们还提出了两种局部重力场模型:①将全球位模型

整数阶球谐展开推广到局部重力场 ,利用局部重力

数据作调和分析 ,建立非整数阶球冠阶展开模型。

利用中国境内 30′×30′平均重力异常数据计算到

展开式的 24次项 ,经检验 ,大地水准面差距的模型

值与实测值的均方差平均为±0.32m。 ②在局部

直角坐标系下用分离变量法导出的 Fourier 展开的

局部重力场模型 ,提出了用B样条拟合平滑格网平

均重力异常 ,得到比一般球谐展开有更高收敛阶的

Fourier展开模型。经检验 ,大地水准面的模型值与

实测值之差的标准差为±0.31m。研究表明 ,这类

局部展开模型是有其实用价值的。

大地水准面研究的主要内容是:①以大地测量

边值问题理论为基础 ,分别采用斯托克司积分和莫

洛坚斯基级数公式计算大地水准面和似大地水准

面;②依据移去_恢复原理 ,采用地形均衡归算(移

去)方法进行地面实测重力值的平滑 、内插和推估 ,

由此恢复格网平均空间重力异常 , 即在 Arry_

Heiskanen地壳均衡理论的基础上 ,采用地形均衡

归算在平滑的均衡面上结合 FFT 技术和 Shepard

方法内插和拟合并反算求解格网平均空间重力异

常;③利用已知的地球重力场模型(如WDM94)按

低通滤波原理和移去_恢复原理 ,由相对于模型值

的残差重力异常确定区域大地水准面的短波分量 ,

然后再加上模型值恢复高分辨率的大地水准面;④

在实际计算中实现了快速 Hartley 变换(FHT)算

法 ,其速度较 FFT 快 1 倍 ,内存节省一半;提出了

利用坐标变换方法消除二维球面卷积公式因纬度

近似产生的误差;推导出用一维 FFT 技术计算斯

托克司公式和莫洛坚斯基级数公式的更精密的算

法公式。利用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先后完成了川西 、

中国陆地 、陕甘宁 、塔里木 、海南岛和中国东南陆缘

等地区的大地水准面的确定任务 。这些局部地区

大地水准面达到 dm级的精度 ,其中海南岛大地水

准面的精度达到9cm 。90年代初 ,我们承担了国家

测绘局“八五”重点攻关项目 ,利用我国约 22万个

重力点值和 30″×30″DTM 以及WDM94模型计算

了一个5′×5′中国大地水准面WZD94 ,其实际精度

为m级 ,这个重力大地水准面实际上是一个试验

性的研究成果。在“九五”期间我们同国家基础地

理信息中心和陕西测绘局共同承担了国家测绘局

的重点测绘科技项目 ,研制需直接用于测绘生产的

高精度高分辨率和完整覆盖我国国土(包含海洋专

属经济区)的新一代中国似大地水准面 CQG2000。

在研制过程中除了采用上述各种计算技术之外 ,我

们还研究和实施了重力似大地水准面和 GPS水准

似大地水准面的拟合 ,海洋似大地水准面计算中的

数学模型 ,以及近海海域似大地水准面与陆地似大

地水准面的拼接等。最后我们综合利用了已有的

尽可能收集到的实测的重力资料 、DTM 、GPS 水

准 、海洋测高数据等 ,计算出这个似大地水准面 ,其

分辨率为 15′×15′。考虑到在我国东西部重力测

量 、GPS水准 、地形图比例尺等的不均匀和不一致

性的现实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分 3个区域对这个似

大地水准面进行精度检核。经与中国地壳运动

GPS网络工程中的 80余个GPS 水准点比较 ,在东

经108°以东地区的精度为±0.3m左右 ,东经 108°

以西 、北纬 36°以北地区的精度为±0.5m 左右 ,在

东经 108°以西 、北纬 36°以南地区的精度为±0.6m

～ 0.7m。这样精度的全国似大地水准 ,可以用于 1

∶5万甚至 1∶1万比例尺测图中以 GPS水准面代替

几何水准测定正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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