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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我国第一套海洋重力测量实时处理系统的软 、硬件结构 、技术性能 、与其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

以及试验 、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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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各海洋重力测量单位使用的海洋重

力仪均不具备实时处理功能。以 L&R海洋重力

仪为例 ,其数据采集软件不能接收外部数据 ,导致

重力仪不能与定位 、水深设备对接工作 ,无法实现

重力数据与水深 、定位数据的同步采集和集成。

使用这种没有实时处理功能的仪器进行作业 ,作

业人员无法对已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更不

可能对数据质量进行现场监控 ,只有待测量船返

航后 ,由内业资料整理人员经过繁杂的处理过程 ,

才能获得测量成果资料 ,并得到测量数据的质量

和分布状况评价 。尤其在远离大陆的远海实施重

力测量 ,航程远 、航渡时间长 ,作业人员在现场如

果不能实时得到成果资料 ,并且掌握测点分布 、测

量精度等信息 ,可能导致在作业区内留下一些不

能完全满足精度和密度设计要求的小块海域 ,甚

至可能导致整个航次的重力测量成果报废 ,造成

巨大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海洋重力测量实时处理系统是为海洋重力仪

配套研制的全自动化海洋重力测量数据处理系

统。本系统在专业基础理论研究上突破了海洋重

力测量粗差定位 、测线网平差 、测量基准面确定中

的传统模式 ,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目前国际测量

界 、物理海洋界 、地球物理界和数学界的新技术 ,

有自己新颖见解和独到思路的一系列理论和方

法;在测量模式上改变了国内外通用的在瞬时海

面上实施海洋重力测量和归算海洋重力资料 ,以

后处理为主要资料处理手段的落后 、近似模式 ,实

现了精确实时处理 ,并与陆地重力测量相适应 ,归

算至全球统一的大地水准面的先进 、精确模式;在

工程实践中建立了合理 、优化的数学模型 ,高质量

地实现了软 、硬件研制 ,并通过各种检验和试验证

明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先进性。该系统的研制成功

使海洋重力测量作业实现了全过程精确的自动化

和实时化 ,在精度 、可靠性和准确性等各方面均得

到了很大提高 。

1　系统硬件

系统设计成单人立式控制机柜 ,外形尺寸为

550cm×550cm×1 375cm(宽×深×高)。为了更

好地满足振动 、颠振的要求 ,采用 GWF 型无峰隔

振器 ,根据本控制机柜的总重量(116kg)、重量分

布及重心位置配置隔振器数量及规格。系统的热

设计采用自然冷却和强迫冷却两种方式散热 ,强

迫风冷却装置已进行了必要的电磁屏蔽 ,以减少

电磁干扰。主机机箱 、控制机柜通过隔振器与船

体保持了良好接地。

　　系统的主机及显示器为船用加固计算机 ,满足

高低温 、抗震动 、抗冲击 、防潮 、防霉 、防盐雾要求 ,

自身的电磁辐射强度和对外界电磁场的敏感度满

足电磁兼容要求。主机 CPU 采用 Pentium 233 ,

Cache 512KB ,内存为 32MB EDO ,总线 ISA/PCI , 8

个DMA通道 , IRQ 16 级硬件中断 , IDE采用 2 个

PCI EIDE 接口 , 可支持 4 个硬盘(光驱), 2 个

16C550FIFO RS_232 串 口 , 一 个 多模 式 并 口

(SPP/EPP/ECP),一个PS/2鼠标口 ,功耗250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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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器采用 34cm 平面直角型 ,点距为 0.28mm ,

分辨率为 1 280 ×1 024 , 功耗为 90W 。MOXA

104多串口板的串口数为 4 路标准 RS_232 ,速度

50bps ～ 115.2bps。现场可维护性 MTTR <

20min ,GPS 导航系统 、组合导航系统 、海洋重力

仪 、测深仪等设备具有可靠的通讯接口 。

2　系统软件

软件运行平台为Window s 95/Window s 98/

Window s NT 32 位中文操作系统。系统软件分

为海洋重力测量数据采集与导航显示 、海洋重力

测量数据处理与自动成图两个功能模块 。

海洋重力测量数据采集与导航显示模块可以

根据测区范围内各折点的坐标 、测图比例尺 、测线

间隔等参数自动生成计划测线 ,操作人员可以输

入 、编辑 、删改计划测线;可以同时与定位设备 、测

深设备 、重力测量设备对接 ,实现各测量要素的同

步集成采集与记录;可以完成定位数据坐标系统

的换算和投影换算;可以引导测量船自动上下线

测量作业 ,监控测量船的航行状态和各设备的工

作状态 ,完成有关参数的计算和显示。

海洋重力测量数据处理与自动成图模块可以

完成海洋重力资料和水深资料处理必需的滞后效

应校正 、Eö tvös改正 、理论零点漂移改正 、潮汐改

正 、海面地形改正 、船吃水改正和声速改正;可以

实施测点绝对重力值计算 、空间重力异常计算 、布

格重力异常计算 、交点不符值计算和精度估算;可

以进行测量信息粗差定位及筛选 、测量信息的系

统差补偿 、海洋重力测线网自检校平差;可以自动

构成三角网和生成等值线 ,显示三维立体图 ,以人

机对话的方式进行图形编辑 ,实现图形显示并具

备放大 、缩小 、漫游等功能;可绘制测深线透写图 、

水深测量检查线透写图 、水深测量成果图 、空间重

力异常图 、布格重力异常图;可输出海洋重力测量

成果报表和水深测量成果报表 。

3　数据处理方法

本系统在数据处理方面所解决的关键技术问

题主要体现在:①实时处理与综合集成技术 ,解决

实时性的问题;②测量基准的确定技术 ,解决准确

度的问题;③重力资料的粗差定位与剔除技术 ,解

决可靠性的问题;④测线网平差技术 ,解决精确度

的问题。

3.1　实时处理与综合集成技术

实时处理与综合集成的基础是迅速 、准确 、可

靠的数据通讯 。本系统设计的与各种定位设备 、

重力测量设备 、水深测量设备的通讯协议 、数据传

输格式等的实际使用证明是合理可行的 ,在实际

作业中准确可靠 ,保证了实时处理与综合集成的

有效进行 。

本系统要同时兼顾水深测量和重力测量两大

类专业数据处理 ,在保证实时性方面 ,要考虑数据

处理流程的合理性 、分时的科学性等 ,保证快速 、

准确的实时处理效果 。

导航 、水深测量 、重力测量等各种信息并不是

简单的合成 ,在进行数据集成时首先要考虑时间的

同步。海洋重力仪具有滞后效应 ,数据处理时要将

定位时间与重力测量时间归算到同一基准;而海洋

重力测量中计算布格重力异常时需用到水深测量

信息 ,因此需考虑两种资料之间的匹配问题。

在图形处理 、显示 、输出等技术方面 ,也有不

少难点需要解决 。本系统改进了 Delaunay 三角

形的搜索算法 。为了提高构网速度 ,对原始离散

点数据进行重新组织和重新排序 ,极大地减少了

点搜索范围 ,提高了搜索速度;在构网过程中加入

了边长控制及顶角控制以保证测线网的整体形

态 、质量及边缘效果 。

3.2　测量基准的确定技术

海洋重力测量历来以瞬时海面作为基准面 ,

而地球引力场理论建立在以大地水准面为基准的

基础之上 ,陆地重力测量的成果均以大地水准面

为基准 。因此 ,陆海重力测量的基准面从来就没

有真正统一过 ,其主要原因是:①由于过去海洋重

力测量的精度较低 ,近似地以瞬时海面作基准面

所产生的误差还可以接受;②以大地水准面作为

海洋重力测量的基准面难度极大 ,导致海洋重力

测量成果是近似的 、粗糙的 、不精确的。随着海洋

重力测量整体精度的提高 ,以大地水准面作为海

洋重力测量基准面的必要性 、可行性和迫切性都

明显地显现出来。

瞬时海面与大地水准面之间的差异主要由两

部分构成:①瞬时海面与多年平均海面之间的差

距 ,这一差距是由海洋潮汐引起的 ,在中国沿海可

达 2m ～ 8m ,为两者差异的主项;②多年平均海面

和大地水准面之间的差距 ,这一差距表现为海面

地形 ,可达 1m 。

海面地形起伏较小 ,规律也较易掌握 ,作为海

洋重力测量数据处理方面的应用来说 ,用海面地

形球谐函数模型计算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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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改正是本项关键技术的核心 ,本系统通

过研制中国近海潮汐预报动态链接库的方式解决

了实时潮汐数值预报问题 。采用谐振潮波二维垂

直平均运动方程的数学模式 ,建立潮波基本微分

方程组 ,用 ADI法确立差分方程组来解算该数学

模式 ,解算出 M 2 、S 2 、N2 、K 2 、K 1 、O 1 、P 1 、Q1 等

调和常数 ,然后再采用边界控制法计算 S a 分潮。

根据以上 9 个分潮的调和常数建立潮汐预报模

式 ,预报各格网节点上的逐时潮位 ,并根据时间和

地理位置参数内插出海洋上任一时间 、任一地点

的潮高 。实践证明 ,以大地水准面作为海洋重力

测量基准面在理论上是严密的 ,并且得到工程化

实现 ,在实际使用上是方便的 。

3.3　重力资料的粗差定位与剔除技术

海洋重力观测数据中的粗差定位问题一直是

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一个难点。由于海洋重力测

量受海洋环境的扰动影响很大 ,虽然在海洋重力仪

的结构和数据处理程序中已采取一些措施 ,但也还

是很难完全清除定位和重力测量中产生的粗差 ,而

且粗差对海洋重力测量成果的可靠性影响很大。

过去在海洋重力测量作业中允许超过交叉点不符

值3倍中误差的交叉点在不超过总交叉点数 10%

的条件下不参加精度统计 ,所测成果视为有效 ,这

实际上使重力资料中隐含着不可靠的因素。

国内外学者虽然也相继提出基于经典统计假

设理论的误差统计检验方法和基于函数或统计推

值的比较判别法两大类自动判别海洋测量资料粗

差的方法 ,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 。之所

以产生不稳定性 ,其根源是这些方法的理论基础

是经典的最小二乘法 ,而最小二乘估值不具有抗

差性 ,利用这样的估值来构造海洋重力异常的统

计量并进行统计检验 ,很难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

性 ,也就难免出现“粗差遮蔽”现象 。当观测量中

连续存在多个粗差时 ,这种现象尤为严重 。本系

统应用现代抗差估计理论提高了海洋测量异常数

据统计检验的抗差能力 ,其中心思想是把原来用

于检验异常值的推值比较法与抗差估计结合起

来 ,提出了一种基于抗差估计的选权迭代插值比

较检验法
[ 2]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4　测线网平差技术

海洋重力测线网平差是提高海洋重力测量精

度的有效手段 ,美国 、日本 、前苏联等国家均先后

进行过测线网平差的研究 ,对提高精度起到了很

好的作用 。这些平差方法的基本思路都是根据重

力梯度以调整交叉点位置的方式为基础来进行

的 ,平差步骤比较繁琐 ,理论基础也不太严密 。国

内地矿部门在 80 年代还采用了一种调差的方法

来修正重力网交叉点不符值 ,这种方法过于近似 ,

缺乏理论支撑 。天津海洋测绘研究所也曾系统地

研究过海洋重力测线网的平差问题 ,建立了完整

的平差模型 ,推导出严密的平差公式[ 3] ,其计算

过程过于复杂 ,不利于工程实现。

本系统在海洋重力测线网平差的理论和实践

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性进展 ,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平

差模式 ,以新颖的思路提出了海洋重力测线网自

检校平差的理论
[ 1]
,建立了数学模型 ,并实现了

软件的工程化 ,对求解过程中的秩亏现象 、误差模

型的选择 、附加参数权的确定以及系统误差补偿

效果的显著性检验等一系列应用中的具体问题进

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到圆满解决 。通过一个航次海

洋重力测量的实际检验 ,证明了其先进性和可靠

性 , 平差前 541 个交点的不符值中误差为

±2.7×10
-5
m·s

-2
,平差后的交叉点不符值中误

差减小到±1.5×10-5m·s-2 ,有效地提高了恶劣

环境下作业的重力测量精度。

4　试验与应用情况

海洋重力测量实时处理系统所选用的加固计

算机进行过例行试验和电磁兼容试验 ,整机进行

了共振检查 、稳定性试验和颠振试验 。试验结果

证明 ,该系统完全满足规范要求。1999年 6月 10

日至 7月 10 日 ,该系统进行了海上实际作业试

验 ,考核了系统软 、硬件的技术指标和系统工作的

稳定性及可靠性 ,检验了系统与各对接设备间数

据通讯的正确性 。通过海上试验 ,证明了该系统

功能完善 ,设计先进 ,自动化程度高 ,大大减轻了

作业人员的工作量 ,提高了工作质量和作业效率 ,

深受用户欢迎 。

从 2000年开始 ,海洋重力测量实时处理系统

正式投入海洋重力测量的实际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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